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湘潭房交会为3000“寒门”送福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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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多云 14℃～21℃
湘潭市 多云 16℃～22℃

张家界 小雨 13℃～17℃
吉首市 小雨 13℃～16℃
岳阳市 阵雨 15℃～20℃

常德市 小雨转阵雨 14℃～16℃
益阳市 小雨 14℃～18℃

怀化市 小雨 14℃～17℃
娄底市 阴转多云 15℃～21℃

衡阳市 多云 16℃～23℃
郴州市 多云 14℃～23℃

株洲市 多云 15℃～23℃
永州市 多云 16℃～22℃

长沙市
今天阴天到多云，明天多云
北风 ２~3 级 15℃～22℃

２０13年11月1日 星期五
通讯员新闻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 市州新闻 9

本报10月31日讯 （记者 徐亚平
徐典波 通讯员 黄松柏 黄敬波）“台前
幕后都是乡里乡亲，这才是我们农民自
己的节会！”10月份以来，汨罗市高家坊
镇“颂家乡”文艺汇演连续演了3场，场
场观众爆满。 与以往不同的是，该镇船
山村村民负责筹措经费、 组织演员、安
排活动，成了节会“主角”；镇政府担负
咨询、安全服务等，当起了“配角”。这是
汨罗市搞活群众文化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 汨罗市大胆转变思路，各

级政府、部门从“办文化”变为“管文
化”，积极引导民间文艺团体唱主角。该
市先后投入6000万元， 采用以奖代投
的方式，分片区扶持公共文化设施建设
和群众文化活动；组织300余名专业骨
干及200余名文化志愿者深入社区村
组，常年提供策划咨询、导演指导和舞
蹈培训等。各乡镇、村、社区采取联手自
办、商企共建形式，自发组建民间文化
团体，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仅去年，
这些团体就筹集经费1500多万元。 长

乐镇抓住家家喜玩“故事会”的特点，自
发组建起上、下市街“故事会”，每年参
加各类节庆、商演活动达200余次。 目
前， 该市有各类民间文艺团体200余
家。

民间文艺团体活跃田间地头，
挑起了群众文艺活动的大梁。 该市
群众文化活动从3年前的500场次
发展到今年的2000余场次。“社区
文化”、“屋场文化”已蔚然成风，涌
现出“中国汨罗江国际龙舟节”、

“故乡情”等群众活动品牌10余个。长乐
镇、川山坪镇等群众文化活动特色乡镇
分别被评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和“湖南省群众文化艺术之乡”。

本报10月31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罗俊杰 杨丁香 ) 10月28日，
江华正海五矿新材料公司年产2000吨
高性能钕铁硼合金薄片项目， 在江华
经济开发区正式开工。 这是江华瑶族
自治县狠抓项目建设、 引进战略投资
的又一成果。

该县大力发挥资源优势， 把加快
项目建设作为经济工作的第一抓手，
不断优化发展环境， 打造产业集群。

县里制定出台了优化发展环境“十必
须、 十禁止”， 着力解决党员干部、 国
家公职人员中不作为、 乱作为、 索拿
卡要、 服务不到位等问题。 该县推行
“扩权强镇” 改革试点， 将发改、 国
土、 住建、 安监、 环保等8个职能部门
25项审批权限下放到园区和项目建设
重点乡镇， 方便企业办理各类手续。
由纪检部门牵头在园区和重点项目指
挥部设立了行政效能室， 所有审批办

证事项， 由行政效能室向相关职能部
门下发限期办结交办单。 同时， 严厉
打击“非法买卖土地、 非法占用土地、
非法建筑” 行为， 严厉打击“强买强
卖、 强装强卸、 强揽工程” 行为， 严
厉打击“抢栽、 抢种、 抢建” 行为以
及阻工闹事、 敲诈勒索、 欺行霸市等
违法行为， 经济环境不断优化。 中国
五矿集团、 中国稀土公司、 海螺集团、
中国风电集团等20多家上市公司和国

内大型企业先后来江华投资兴业。
目前， 全县重点培育了新型建材、

金属冶炼、 稀土新材料、 采选矿业等
八大产业， 形成每年工业投入10-15
亿元、 新增工业产能30至50亿元的发
展态势。 今年前3个季度， 全县规模工
业增加值实现 9.37亿元， 同比增长
23.9%，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38.26亿元，
同比增长37.1%， 主要工业经济指标增
幅位居永州市第一。

江华 项目建设火了瑶乡

汨罗 群文团体乐了农村

本报10月31日讯（记者 李光华
通讯员 文旦）为期4天的湘潭市
房产交易会闭幕虽已过3天， 但
至今仍然是湘潭街头热议不息
的话题。 特别是那些通过房交
会了却住房之忧的居民更是喜
形如色： 像这样为百姓着想的
交易会我们欢迎。

这个以“惠民安居” 为主
题房交会开幕之前， 湘潭市房
地产局就对27家房产开发企业，

以及二手房销售中介企业作了
动员， 要求他们为缺房市民和
入城打工农民圆住房梦作贡献。
在交易会上， 这27家开发企业
拿出了低于市场价20%以上的
290套优价住房， 二手房销售中
介企业拿出了近5000套优价住
房供需求者选择。 经过“讨价
还价”， 有3000缺房居民和农民
工购买到了他们认为“价廉物
美” 的房子。

10月31日，长沙市首家全天候社区物管机构在芙蓉区五里牌街道燕山街社区正式运营。辖区
35个开放式楼栋近万居民将随时得到专业的家用电器维修、灭火器配备与更换等全方位服务。图
为专业维修人员为郭梅荪老人维修灶具。 本报记者 罗新国 摄

本报10月31日讯 （通讯员
李彬 文胜雨 记者 柳德新 ）近
日，益阳市大通湖区北洲子镇向
东村的水产品大批上市。上岸定
居渔民何汉球的精养鱼池内，黄
鳝、乌鳢活蹦乱跳，他高兴地说
“又是一个丰收年！ ”

3年前， 何汉球作为第一批
上岸定居的渔民，从农行大通湖
支行申请到首批3万元贷款，对
承包的30亩水塘进行改造，细分
黄鳝、乌鳢等精养池，当年获利
近8万元。在农行持续支持下，何
汉球不断扩大养殖规模今年有
望获利40多万元。

农行大通湖支行利用农户
小额贷款平台，先后为何汉球这
样的上岸就业渔民发放5200多
笔贷款， 累计投放信贷资金2.1

亿元，分布在20多个环洞庭湖村
落的1000多户上岸渔民受益，收
入“节节高”。

大通湖区2009年启动渔民
上岸定居工程， 这些渔民由于长
年以船为家，在陆地上没有住房、
没有田地， 有些甚至连户籍都没
有，被称为“天吊族”。为帮助他们
转产就业， 农行大通湖支行出台
渔民上岸信贷扶持方案， 与大通
湖区计划财政局、 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签订《促进就业小额担
保贷款业务合作协议》，由区计划
财政局推荐获取就业培训合格证
书的农户，设立担保基金，并全额
贴息，同时，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协助贷款发放及回收。 这
种“银+政+农”模式，解决了上岸
渔民的后顾之忧。

惠农信贷助渔民收入“节节高”

大通湖千户“天吊族”上岸致富

本报 10月 31日讯 （记者
沙兆华）10月下旬， 因为在社区
帮助下重新就业， 收入增加，益
阳市赫山区会龙山街道龙山港
社区居民李敏等9名低保对象主
动向有关部门申请退出低保。 去
年以来， 通过技能技术培训、推
荐上岗、 联系企业招聘等措施，
该市5854名低保对象自食其力，
而主动退出低保。

目前， 益阳常年享受社会
救助对象达到 34.38万人 ， 其
中， 孤老、 重残、 重病对象必

须固定救助的达70%， 还有30%
在动态管理中。 益阳市民政局
认为， 这些动态管理对象通过
各种帮扶措施， 是完全可以退
出低保行列的。 对此， 近年来，
益阳市社会救助工作转变工作
方式， 突破以往“拜拜年， 发
发钱” 的单纯物质救助模式，
转为激励救助对象积极面对困
难， 在最基本兜底生活救助上，
通过社会救助与扶贫就业相结
合， 实现社会救助脱贫目的，
提高救助效益。

本报10月31日讯（记者 陶小爱
陈永刚 通讯员 周新湘）10月下
旬，宁乡县沩山风景区举办的旅
游庙会热闹非凡，10月份共接待
游客10.3万人次，较去年同期翻
了两番。 这是宁乡县旅游部门打
造文化旅游新模式的一个缩影。

今年，宁乡县旅游局、沩山
风景区管委会推出沩山系列文
化主题活动和旅游庙会，游客们
可以在这里畅饮热情的沩山擂
茶， 欣赏沩山老艺人的根雕，品
尝沩山油炸豆腐干子，观看传统
花鼓戏、舞龙舞狮表演等。

宁乡县旅游局局长张超明
介绍，县里近年来立足丰富的人
文旅游资源，深入挖掘旅游文化
内涵，致力打造以“少奇故里瞻
以养德、 灰汤温泉沐以养生、密
印禅寺静以养心、西部漂流动以
养气、宁乡花猪食以养胃”为主
题的“五养之乡·中国宁乡”旅游
文化名片，推出“快乐宁乡快乐
游”系列活动，实现了旅游经济
的快速增长。 今年1至9月，全县
共接待游客905.27万人次，同比
增长25.3%；实现旅游收入79.09
亿元，同比增长35%。

宁乡打响“五养之乡”旅游品牌

益阳5854名低保对象
主动退保

◎责任编辑 刘凌 版式编辑 李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