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2日，在
宁乡大成桥镇鹊
山村留守儿童之
家，小紫正通过视
频聊天，与远在广
东的父亲话家常。

记者 杨昱 摄

A03 要闻·时政

本报12月3日讯 今天，
宁乡市成立大会举行， 宁乡
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人民
政府、市政协、市纪委正式揭
牌。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
胡衡华出席大会并揭牌。

宁乡地处湖南中部，隶
属省会长沙市， 县域总面积
2906平方公里， 总人口145
万， 是全国闻名的“鱼米之
乡”“生猪之乡”“茶叶之乡”，
也是全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
基地和农产品后勤基地。

宁乡交通区位优势明
显， 是整个长株潭地区通往
湖南60%以上地区的第一驿
站，也是粤、港、澳和东南沿
海通往川、渝、湘西、鄂西的
必经之路， 是省会长沙辐射
带动湘中、 湘西地区发展的
过渡带， 打造内陆开放高地
的桥头堡。

多年来， 宁乡统筹推进
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县域经
济综合实力显著提升。 统计
数据显示，2016年，宁乡完成

GDP1098亿元， 同比增长
11%。2017年，跃居全国百强
县第25位。

随着开发开放、 产业集
聚、 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
化进程的加快， 宁乡撤县设
市势在必行。2013年、2014
年， 湖南省分两批申报了宁
乡、桂阳、邵东、攸县4个县的
撤县设市请示。 国务院新标
准出来后，4县撤县设市的原
有报件作废，2016年12月，湖
南省按国务院新《标准》和
《程序》要求，重新呈报了宁
乡县撤县设市请示。

2017年4月10日，国家民
政部批复同意撤销宁乡县，
设立县级宁乡市。 宁乡撤县
设市后，行政区域不变，由湖
南省直辖，长沙市代管。在全
国165个报国务院审批撤县
设市的县中脱颖而出， 成为
国家撤县设市解冻后， 全国
首批、 湖南省第一个获批的
县级市。

■记者 刘璋景

在宁乡市成立的12月3
日， 宁乡签下了撤县设市后
的招商第一单： 签约项目20
个，总金额达735亿元。其中
工业项目16个，合同金额405
亿元。

在今天签约的项目中，
单个项目最高拟投资158亿
元。 国金新能源汽车产业园
项目、 亚铝集团湖南生产基
地、高镍三元材料基地项目、
五凌新能源产业基金项目、
金玉·暮云飞地产业园项目、
中信都市田园综合体项目、新
型城镇化合作开发、雪松·灰
汤文旅小镇等项目为本次签
约的重大项目。

国金新能源汽车产业园
项目将吸引国金新能源汽车
产业联盟内整车生产企业及
配套生产企业组团入驻宁乡
经开区， 拟总投资158亿元，

用地1800亩， 用于建设30万
辆新能源汽车整车生产基地
及电池、电机、电控、空调、车
载终端等核心零配件配套产
业园。 项目选址位于园区蓝
月谷路南北两厢， 长张高速
以南，发展北路以东，项目拟
于2018年整体启动建设，预
计项目建成达产后可实现年
产值300亿元，实现税收贡献
36亿元。

2017年1至10月份，宁乡
市新引进产业项目177个，合
同引资704.84亿元，占全年招
商任务的160.19%。 新引进产
业项目中， 工业项目135个，
合同引资320.99亿元，占全年
工业招商任务的107%。 规模
投资亿元以上的项目60个，
其中，10亿元以上的项目10
个。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张进良

“爸爸，你和妈妈什么时候
回来啊？ 我和弟弟都好想你
们！”12月2日，在宁乡大成桥镇
鹊山村留守儿童之家亲情聊天
室内，11岁的小紫双手紧握着
话筒， 与远在广东打工的爸爸
视频对话。女孩的声音不大，但
从撒娇的语气中， 听得出她是
多么想父母。每到周末，儿童之
家就会热闹非常， 不仅仅留守
儿童， 全村的孩子都会来这里
嬉戏、阅读，与千里之外的父母
视频聊天。

这个留守儿童之家是今年
3月建成的，由一所废弃学校改
造而成。每到周末，来这里的小
朋友就特别多，平均达到100多
人次。在这里，还专门设置了休
息室、心理咨询室、活动室、图
书室和亲情聊天室， 配备了儿
童福利主任， 负责孩子的监护
和管理。不仅如此，家长、老师、
企业家等有爱心、 有经验的人
员担任辅导员， 指导孩子的功
课。 这只是宁乡市10个示范点
中的缩影。

2017年， 省级投入财政资
金1000万元、福彩公益金3000
万元， 现已资助各地建设村级
留守儿童之家3000余所。 随着
湖南省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
工作数据库和“互联网+民政”
便民系统的建立， 很好地实现
了对农村留守儿童动态管理。
目前， 全省无人监护的农村留
守儿童落实有效监 护比 例
100%，无户籍留守儿童登记户
籍完成率100%，辍学留守儿童
复学率100%。

省民政厅副厅长陈慈英表
示， 促进留守儿童健康成长是
一项涉及千家万户的社会系统
工程， 也是一项事关社会和谐
的长期任务。 宁乡鹊山村留守
儿童之家的建设， 反映着政府
对留守儿童关爱工作的重视。
接下来， 我省将进一步加大工
作力度， 推动农村留守儿童关
爱保护工作再上新水平。 力争
在“十三五”期末，实现村级留
守儿童之家全省覆盖。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刘明明

本报12月3日讯 今日，
中国山地户外健身休闲大
会年度系列赛在“半条被
子”故事发生地郴州汝城沙
洲村完美收官。 据了解，汝
城是户外运动的宝地， 也是
习近平总书记所讲“半条被
子”故事的发生地，大会以
“伟人故里、半条被子、温暖
中国”为主题，吸引了全国
各地2000多名户外运动爱好
者参与，毛泽东侄女毛小青、

朱德外孙刘康、 彭德怀侄外
孙张峰等应邀参加活动。

2017年， 中国山地户外
健身休闲大会从旅游、体育、
文化等方面做文章， 以旅游
为载体、体育为手段、文化为
内容，先后在张家界武陵源、
岳阳君山、江苏镇江、益阳桃
江、长沙黑麋峰、永州江永举
办，最后在汝城收官，这是群
众体育的一种创新形式。

■记者 叶竹

本报12月3日讯 12月1日
至2日，湖南省报业协会2017年
会暨湖湘报业高峰论坛在常德
举行，湖湘报业齐聚“桃花源里
的城市”， 论道报业融合发展。
会上， 由省报协组织评选的湖
南省第六届“十佳报社”正式揭
晓， 湖南日报等10家报社荣获
“十佳”。“十佳报社”涵盖了省
级党报、市州党报、县市党报、
专业报纸、 面向农村发行的报
纸、高校报纸，很有代表性，显
示出了湖南报业发展的水平和
实力。

此次年会， 省报协共有40
多家会员单位参加， 涵盖了湖
南省级各大报社和全省14市州
主流报社， 充分显示了湖南省
报协的凝聚力和影响力。 为了

搭建交流和学习平台， 省报协
2017年会举行湖湘报业高峰
论坛，邀请了国内报业专家前
来讲座。浙江萧山日报社社长
兼总编辑王平以 《救亡图
存———变现才是真正的王道》
为题， 生动讲述了在全国传统
媒体营收普遍下滑的背景下，
《萧山日报》 如何创下逆市增
长、 实现年营收近3亿元的奇
迹。同时，湖南“十佳报社”代表
介绍了办报经验， 共探报业发
展新热点、新趋势。

年会还安排了集体采访活
动， 与会媒体集体采访了常德
海绵城市建设、穿紫河治理、发
展全域旅游等方面问题， 以及
常德文化旅游龙头的桃花源景
区。 ■本报记者

撤县设市，宁乡发出“新名片”
湖南省直辖，长沙市代管 宁乡市招商第一单，20项目签约735亿

宁乡撤县设市招商第一单

735亿！

中国山地户外健身大会汝城收官
驴友感受“半条被子”红色故事

与爸爸“面对面”，留守儿童撒娇
有家有爱有温暖，“十三五”期末力争村级留守儿童之家全省覆盖

湖湘报业高峰论坛在常德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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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3日讯 记者今天
从长沙供水有限公司获悉， 为配
合市政管网配套设施建设，该公
司将进行湘府路给水管道接驳
工作，12月4日22:00至12月5日
7:00，长沙雨花区湘府东路（圭塘
路-万家丽路） 北侧地区将停水，
其中重点影响小区为美洲故事小
区、 托斯卡纳小区、 水岸天际小
区，临近区域水压、水量将减小，
请用户做好储水准备。

■记者 陈月红

本报 12月 3日 讯 今 日 ，
2017湖南省“全民健身挑战日”
总决赛在益阳市奥林匹克公园
冠军林广场落幕。来自湖南10个
市州的全民健身代表队，共5000
多人参与了本次总决赛。

“全民健身挑战日”活动旨在
通过开展体育活动， 使市民之
间、城市之间互动起来，形成和
谐的城市氛围和融洽的市民关
系。记者在现场看到，来自株洲、
湘潭、郴州等10个市州的挑战王
在7+1个项目中一决高下。 最后
这些来自民间的高手、健身达人
经过激烈紧张的比拼，最后决出
了各项总挑战王。益阳赢得了投
篮挑战王、 气排球垫球挑战王、
呼啦圈挑战王、 踢毽挑战王4个
单项冠军和啦啦宝贝操冠军，邵
阳队赢得足球颠球挑战王、跳绳
挑战王两项桂冠，平板挑战王由
郴州队夺得。最后，益阳还获得
广场舞挑战赛冠军和关注率第
一名。

至此，2017湖南省“全民健
身挑战日”活动落下了帷幕。

■记者 叶竹

5000多人参与健身
挑战总决赛

长沙雨花区湘府东路
北侧地区今晚将停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