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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29日讯（通讯员 李劲宏
记者 郭云飞）5月28日， 书画南县·全
国名家作品邀请赛在南县拉开帷幕。
来自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新疆等10
多个省、市、自治区及香港的80多位书
画家齐聚南县，展示了近2000幅作品。

此次邀请赛由南县县委、县政府
主办 ，旨在保护 、传承 、弘扬传统文
化，并以此为载体宣传推介南县。 开
幕当天， 书画家们饶有兴趣地观看
了南县德昌公园文化长廊和地花鼓
表演。

全国名书画家齐聚南县

２０12年5月30日 星期三

邵阳市 中雨转多云 21℃～27℃
湘潭市 大雨转小雨 20℃～28℃

张家界 阴转晴 18℃～30℃
吉首市 小雨转多云 19℃～29℃
岳阳市 小雨转多云 19℃～26℃

常德市 阵雨转多云 19℃～27℃
益阳市 中雨转多云 19℃～27℃

怀化市 中雨转多云 19℃～26℃
娄底市 阴转大到暴雨 18℃～25℃

衡阳市 中到大雨 20℃～26℃
郴州市 大雨转中雨 20℃～24℃

本版责编 李军 版式编辑 周双 责任校对 彭扬

市州新闻

株洲市 暴雨转阴 21℃～26℃
永州市 大雨转小雨 21℃～25℃

7
长沙市
今天到明天，多云转晴天
北风 ２ 级 21℃～26℃

本报5月29日讯 （邓明 白培生
李秉钧 扶志苗）5月29日下午， 郴州
市举办“2012湖南郴州承接产业转移
招商推介会房地产开发分会”， 邀请
了恒大地产、 碧桂园等100多家省内
外房地产企业参与，现场签约项目70
个，涵盖商品住宅、商业服务、星级酒
店、旅游度假等类型，签约金额636亿
元，开发总用地面积达13200亩。

今年，该市提出“大干新三年，再
创新辉煌”的总体目标，实施“交通、产
业、城建”三大会战，而以“郴资桂———
郴永宜‘大十字’城镇群”为主轴的城
市建设计划， 掀起了全市新型城市化
建设的又一波高潮。 据了解，去年，该
市房地产开发投资、商品房施工面积、
商品房竣工面积、 商品房销售面积分
别增长37.2%、47%、32.9%、21.9%。

本报5月29日讯 （通讯员 胡岚）
从北京近日举行的2012年度“中国金
融创新奖”颁奖典礼传来消息：长沙
银行“爱心储蓄”案例，入列“十佳金
融产品营销”。

“爱心储蓄”业务是长沙银行打
造“爱心银行”品牌的一项创新， 于
去年底正式启动。 客户在长沙银行

存入一定金额的存款， 该行将按照
相应标准替客户提供一定金额的捐
款， 用于为指定小学符合条件的学
生提供免费午餐。 业界认为，“爱心
储蓄”业务并未改变存款的性质， 创
新之处在于向山区贫困学童传递爱
心的同时， 有效提升客户对长沙银
行的认同感。

本报5月29日讯 （记者 徐荣
通讯员 邬雅琳）5月25日， 湘潭市
委组织部召集今年从市直机关选
派到村（社区）任“第一书记”的20
名干部作任职前动员。 从2007年至
今， 全市已经选派4批近千名机关
干部到村（社区）任“第一书记”。

今年是中央确定的 “基层组
织建设年”。 为此，湘潭市将选派
优秀机关干部驻村 （社区） 担任
“第一书记 ”工作 ，列为今年市委
党建工作“八件实事”之一。 选派
干部的范围从市、县（市、区）两级
机关扩大到乡镇 （街道 ），人数达
500人。 这些选派干部，将主要到

有重点项目、重点工程、重点企业
的村 （社区 ）任职 ；部分干部还将
派驻到后进村 （社区 ），担负整顿
基层党组织的责任。

湘潭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
介绍 ，机关干部到村 （社区 ）任职
后 ，积极服务重点项目 、工程 、企
业建设和发展， 努力推进支村两
委班子建设， 切实帮助群众解决
实际困难 ， 得到了群众的好评 。
2011年从市公安局选派的冯觉 、
从市商务局选派的肖波， 以良好
的作风和出色的成绩赢得了群众
的赞誉，今年被群众联名挽留“连
任”。

湘潭千名机关干部
驻村任“第一书记”

本报 5月 29日讯 （记者 周怀立
通讯员 李支国 ）近日 ，株洲市正式启
动中小企业“5115”工程，目标是5年内
培育50家年主营业务收入过10亿元 、
100家过5亿元 、500家过1亿元 、1000家
过5000万元的中小型标杆企业。

为帮助中小企业做大做强做精 ，
该市构建 “普惠 ”性服务体系 ，努力激
活中小企业内生动力。 今年一季度，全

市中小企业完成工业增加值104亿元，
同比增长23.8%。

株洲市有中小企业6500多家，其中
配套型和传统工艺型占了一半， 面临
着融资困难、人才匮乏、市场风险大等
难题。 为有效破解这些难题，从前年开
始 ，该市改变过去点对点 、一对一 “保
姆式”服务，面向所有中小企业建立起
门类齐全的 “普惠 ”性服务体系 ，在全

省率先建成中小企业新型工业化网上
公共服务平台。 这一平台开通至今，点
击量超过200万次，点击率和会员活跃
程度居全国同类网站前列。 市内企业
还从网上获得订单超过10亿元。

去年8月，株洲市又在全省率先成立
中小企业创业成长俱乐部和服务超市。
去年底以来，俱乐部以成员单位联保互
保方式，帮助中小企业融资逾3亿元。 服

务超市则整合各类中介服务资源，为中
小企业提供一站式配套服务。

“普惠服务”促进了株洲市中小企
业的迅速发展。 去年，该市规模以上中
小企业完成工业增加值547亿元，比上
年增长21.7%，增速首次超大型企业1.3
个百分点；中小企业对全市经济增长、
财政增收和社会就业贡献率分别达
80%、75%、95%。

株洲“普惠服务”壮大中小企业
中小企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80%

5月26日， 长沙市开福区伍家岭街道在波隆立交桥居民文化广场举办“2012
幸福社区节”活动。 本报记者 赵持 摄

郴州房地产招商636亿元

“爱心储蓄”温暖贫困学子

长沙银行获“中国金融创新奖”

本报5月 29日讯 （记者 陶小爱
通讯员 邓利良）5月27日，宁乡县纪委、
监察局发出公告，从6月1日起，将面向
全社会公开有奖征集反映全县机关 、
事业单位、 服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相
关情况的视频资料， 充分发挥广大人
民群众的监督作用。

据悉， 本次有奖征集的视频资料
内容包括：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廉洁
自律方面的问题， 优化经济发展环境
方面的问题， 损害群众利益方面的问

题， 以及其他与机关效能建设和机关
作风建设有关的问题。

据宁乡县纪委、 监察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采取有奖征集视频的方式，一是随
着手机的普及，“随手拍” 给了人人都可
以当记录者和监督者的可能， 二是激发
广大人民群众加强监督、 参与监督的积
极性，以形成强大的监督合力。 对于收集
到的视频资料，该县纪委、监察局在进行
相关调查核实后，如确有违纪违规行为，
将按有关规定对当事人给予严肃处理。

宁乡有奖征集“监督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