
3月12日，邵阳县塘渡口镇书堂山村渣子岭山坡上，该县四大
家领导和99个机关单位干部职工共3000余人集中开展义务植
树。当天，在渣子岭山80亩山头的12个责任区内，该县干部职工
共栽植樱花等树苗5000余株，为初春的夫夷大地再添新绿。

今年，该县计划组织58.4万人次参加义务植树活动，植树
192万株，共建设义务植树基地23个，面积约1100亩。

（艾 哲 郭万源）

新宁县地税局连续16年获殊荣

日前，新宁县委、县政府授予新宁县地税局“2017年度党风廉
政建设先进单位”荣誉称号。这是该局连续第16年获此殊荣。

近年来，该局认真落实党组主体责任和纪检组监督责任，
深化廉政教育，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狠抓“禁赌限牌”“四治四提”等专项整治，驰而不息推进作风
建设；强化权力监督，重点对税额核定、税务稽查、税收减免、
政策执行等税收执法权开展监督；严肃执纪问责，重点查处侵
害纳税人利益的腐败行为，全年就作风建设等问题发布两期
通报，整顿机关作风。 （许名绵 杜晓飞 尹彦鹏）

周旺镇干部齐伸援手解民忧

3月14日下午，隆回县周旺镇党委书记罗运河、镇长肖拥军
来到该镇谷脚村，为近期因房屋失火而生活困难的邵菊妹一家
送上镇干部职工捐款4600元。在该镇干部职工的带动下，谷脚
村村民自发为邵菊妹家筹集善款16000余元。

邵菊妹一家是2017年周旺镇建档立卡贫困户。火灾发生后，
该镇干部职工不仅多次登门慰问，自发捐款献爱心，还依照政策规
定将邵菊妹一家因火灾烧毁严重的房
屋纳入危房改造项目。 （曾 争）

邵阳县3000余人集中义务植绿

简 讯

城步：进村入户送消费维权知识

本报讯 3月15日上午，城步苗族自治县食品药品工商质
量监督管理局在县城儒林广场搭建的宣传展台前，人流涌动。
人们纷纷索要资料、细看展板、咨询知识，体现了苗乡人民对识
别假冒伪劣、消费维权知识的渴求。

事实上，在3月15日之前，该局工作人员已经在全县各乡镇
做了充分宣传。他们进村入寨，将各类消费维权知识送到群众
家里。目前正值春耕播种季节，工作人员耐心细致地将如何识
别假冒伪劣农资的知识，及时传授给农户，并留下电话，欢迎农
户投诉举报。该局还将把这项工作做细做实并贯彻全年，切实
做到“天天3·15”。 （兰绍华 陈紫玲）

邵阳县：增强群众防假辨假能力

本报讯 3月15日，邵阳县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管理局、
邵阳县消费者委员会联合开展了以“品质消费 美好生活”为主
题的宣传活动。

在本次活动中，咨询服务组现场发放了《消费维权实用攻略
（2018）》等宣传资料25000份，传授食品、药品等商品真假辨别
知识200余人次，现场受理消费者咨询1500余人次，并对城区的
农贸市场、大型商场、超市、食品药品店等40多家商家进行专项
检查，提出整改意见20余条，下架不规范商品50余种。

为实现知假辨假方法“全覆盖”，该局在白仓镇启动了邵阳
县农资打假暨农业技术下乡仪式，普及农资防假辨假方法，并对
相关企业进行专项整治活动。 （阮正强 潘 鑫）

隆回：销毁一批不合格食品药品

本报讯 3月15日，隆回县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管理局
集中填埋销毁了一批假冒伪劣、过期、变质的食品药品，货值20
多万元。

此次销毁的不合格食品药品，为该局2017年以来在食品药
品专项整治中收缴罚没的问题产品。

2017年，该局始终保持严惩食品药品安全违法犯罪的高压
态势，以广大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为突破口，集中开展护苗、护
老、小作坊、小餐饮、农村食品、无证经营、网络食品安全“清网行
动”“五大集群战役”等专项整治，分片分辖区检查食品生产、经
营和使用单位2698家次，检查药品批发企业4家次、药品零售企
业320家次、医疗器械经营使用单位28家次，立案230起。

（兰绍华 肖莉红）

“3·15”科普维权，监管部门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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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 月 13 日，武冈市司马
冲镇双元村温氏扶贫鸡场的首批2.1
万羽肉鸡全部出笼上市，由广东温氏
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按合同价全部收
购，成活出笼率达到97.9%，实现利润
6 万余元，直接带动 2 户贫困户就业
增收近万元，增加村集体收入 4 万
元。至此，该市今年实现产业扶贫

“开门红”。
温氏股份现代养殖业精准扶贫示

范基地建设项目是武冈市招商引资产
业扶贫重点项目，采取“温氏公司+扶
贫公司+专业合作社+贫困户”模式，
由温氏公司统一提供鸡苗、统一供应

饲料兽药疫苗等物资、统一技术指导、
统一保护价收购销售，保障养殖户正
常利润。贫困户则通过扶贫公司担保
申请小额信用贷款筹资加入专业合作
社，既能增加就业收入还能实现利润
分红，“借鸡生蛋”拓宽了产业扶贫路
子。该项目自2017年启动，计划三年
总投资 3.2 亿元，发展示范养鸡小区
15个、民间家庭农场式鸡场300个，达
到年出笼肉鸡2000万羽，年产饲料10
万吨，年产值4亿元，实现参与贫困人
口每人每年收益不少于1000元，直接
安排就业不少于2000人，带动上万人
增收。

通过采取金融扶贫小额信贷、财
政以奖代投、部门联动整合项目等方
式，武冈市现已建成3 个家庭农场式
钢管大棚鸡场，养殖肉鸡 6.3 万羽，2
个示范养鸡小区正在建设。目前，该
市每个乡镇完成了1个示范养鸡小区
选址，预计5月底将建成14个示范养鸡
小区，全市年养殖产能将达500万羽；
下半年建设 96 个民间家庭农场式鸡
场，年底投产后年养殖产能可达1000
万羽。该项目已被列入 2018 年全省

“一县一特”产业扶贫重点项目和邵阳
市重点项目，正作为产业扶贫重点工作
全力推进。（曾炜 程容清 李焱稠）

武冈“借鸡生蛋”拓宽产业扶贫路

本报讯 3月18日，中国·邵东第
二届国际五金机电博览会新闻发布会
在深圳市举行。恰逢深圳邵东商会换
届选举，参加发布会的新任深圳邵东
商会会长尹高斌高兴地说：“看到家乡
的传统产业通过转型升级走向全球市
场，打心里感到高兴。今后我将全力促
进深圳、邵东两地的产业交流、合作。”

近年来，邵东县委、县政府大力实
施“兴工旺商、转型升级”战略，以新型
工业化为第一推动力，促进传统产业
焕发新生机。该县建设了五金、印刷、
箱包等 30 多个专业市场（园区）。其

中，小五金生产经营企业达 3500 余
家，年生产能力达3亿套件，70%以上
远销欧美、东南亚、中东及港台地区。

五金机电博览会是促进邵东五金
机电行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平台，是邵
东五金企业及产品“推出去”“引进来”
的重要媒介。2017年，该县举办的首
届国际五金机电博览会吸引了全国各
地 500 余家业内知名企业、1000 余品
牌参展，35家企业签订了在邵投资协
议，实现贸易成交额49.63亿元。

中国·邵东第二届国际五金机电
博览会即将于4月6日开幕。此次博

览会，邵东准备了5 万平方米的展览
区，并倾力打造 500 平方米的邵东展
览馆，向海内外客商全面展示邵东五
金行业的发展历程和该县的自然、人
文旅游特色，“借船出海”大力拓展市
场，并吸引客商前来投资兴业。

下一步，邵东将继续以科技创新
为驱动，加快“机器换人”步伐，大力实
施五金产业五年发展“135工程”，即：
打造产值过 100 亿元的五金工业园
区，培育 30 家年产值过亿元的企业，
力争全国市场占有率达50%以上。
（记者 曾书雁 通讯员 魏志刚）

邵东“借船出海”舞活小五金产业

本报讯 3 月 14 日上午，隆
回县 2018 年度金银花特色农业
保险启动。该县将在本月底前完
成金银花投保工作，预计今年投
保面积达15万亩。

隆回县是首批湖南省中药材
基地示范县、“中国金银花之
乡”。经过努力争取，早在 2016
年，该县金银花就被纳入全省29
个县级特色农业保险品种范畴并
享受省财政奖补。

据悉，金银花特色农业保险
遵循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自主自
愿、协同推进的原则实施，按每亩

21元的标准缴纳保费，农户自筹
50%，县财政配套补贴50%，保险
费率为 5%，每亩最高可赔 420
元。入保险后，隆回金银花特色
农业在出现如下灾害时可以向保
险公司理赔：暴雨、洪水（政府行
蓄洪除外）、内涝、风灾、雹灾、冷
害、旱灾、泥石流、山体滑坡、火
灾、病虫鼠害。

特色农业保险的推广，增强
了农户抵御产业风险的能力，已
成为隆回县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的

“稳定器”。
（兰绍华 范锡清 王志刚）

金银花产业装上“稳定器”

本报讯 3月15日，共青团邵东县
委、邵东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
组织 40 余家企业，在邵东职业中专举
行 2018 年人才供需见面会，邵东智能
制造技术研究院等 5 家企业与该校签
订校企合作协议，搭建起校企联合培养
人才的平台，助力邵东产业转型升级。

当天上午的招聘现场人头攒动，
800余名求职者将每个展位挤得满满当
当。用工单位也主动出击，向过往求职
者介绍公司情况。

“我们学校设置的专业都和邵东的
支柱产业紧密对接，做到了由对外输送
毕业生向为本土企业培养人才转变。”
邵东职业中专学校校长宋赟介绍，该校
开设的皮革工艺专业是与邵东的皮具
行业对接，去年开设的机器人、3D打印

技术专业则与智能制造、产业转型升级
相适应。

当天与该校签订校企合作协议的
邵东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是在国家
大力推动创新驱动、转型升级发展战
略的形势下，在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
府指导下，以邵东县人民政府与佛山
广工大研究院为核心共同创建的集智
能装备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企业孵
化、人才培养与引进于一体的开放式、
网络化、集聚型的公共服务平台和新
型研发机构。自成立以来，该研究院
以满足邵东传统产业升级及高新技术
产业发展需求为目标，开展企业引进
与孵化、技术研发、高端人才引进与创
新人才培养、高新技术企业培育、产学
研合作、企业服务等工作，已入驻孵化

20 多家创新企业。同时，引进长沙理
工大学、湖南工程学院等高校智力资
源，与邵东县人民政府及邵东智能制
造技术研究院达成深度合作，开展校
地、校企合作。

“此次和邵东职业中专签订校企合
作协议后，将联合学校一起为企业培
养、输送一批有能力、有技术的技能型
人才。”邵东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院长
助理刘朋飞表示，将竭力共同把这次
合作做实、做强、做大，实现学员、学
校、企业三方共赢，为振兴邵东地方经
济服务。 （刘小幸 张伟 石婷婷）

邵东牵线企业搭建校企联合培养人才平台

深化校企合作深化校企合作 助力产业升级助力产业升级

本报讯 3月18日，邵阳县长阳铺镇荒塘
砖厂原址上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挖掘机正在对
该处进行项目整改，昔日的砖厂正变成一块块
农用地。

该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的建设
地点共11个片区，涉及该镇长阳铺村、银仙桥
村等7个行政村。项目区为村庄和采矿等用
地，土层较薄，长有杂草和零星灌木，部分地块
堆有石渣，缺乏灌排设施和道路，难以耕种。

该镇对区域内的土地进行除渣、外运表
土、平整等，并配套建设相应的农田基础设施。
对土壤条件相对较好和坡度较小的地块，该镇
主要采取土地平整等措施，改善土壤条件后复
垦为旱地。

长阳铺镇国土所所长罗爱定介绍，该镇项
目区建设总规模为223.8亩，其中挂钩复垦规
模155.6亩，全部复垦为农用地；新增耕地面积
165亩，新增耕地率73.81%。

（记者 艾哲 通讯员 郭江波 陈军杰）

整改复垦忙 废地变农田

3月17日，隆回县司门前镇学堂湾村“泥杆子演员”正在魏源故
居前登台表演花鼓剧《送情郎》。为推动乡村旅游发展，该村群众自
愿筹集经费举办笫二届油菜花节，为上千名游客送上一台精彩纷呈
的文化盛宴。 贺上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