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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2日，资兴市三都镇，农民工在招聘会现场了解岗位信息。当日，该市
2021年“春风行动”农民工专场招聘会在三都镇举行，吸引29家企业参加，涵盖
制造、医药、电子等多个行业的1000多个岗位，为当地农民工提供就业选择，帮
助他们在家门口就业。 李科 摄

本报2月22日讯 近
日，株洲高新区召开2020
年度“双创人才”政策兑
现大会暨新政策发布会，
现场向符合政策的3000
余名人才兑现4600余万
元红包， 涉及高层次人
才、优秀青年人才、技能
人才、军民融合人才等各
类人才。

大会上株洲高新区
还正式颁布了“中国动力
谷人才计划”， 明确对高
精尖人才及团队引进资
金补贴标准由原来的100
万元提高到最高1000万
元；对新入选的两院院士
等最高可给予200万元科
研经费支持， 对获得国
家、省级科技进步奖等重
大荣誉最高可给予50万
元奖励；破除“四唯”评价
体系，根据企业纳税情况
给予企业一定的举才荐
才权限。

自2017年“双创人
才”政策落实至今，株洲
高新区各类人才总量累
计达14万余人。 截至目
前，该区已建立院士工作
站16个，国家级创新平台
31个、 省级创新平台154
个、市级创新平台98个。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谢嘉 张弥郁

楚紫穗

本报2月22日讯 新春奋进
正当时，今天上午，长沙市望城区
召开加快项目建设、践行“三高四
新”战略、全面推进高质量发展大
会。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2021年
望城全区共铺排投资建设项目
721个， 其中实施项目549个、预
备及储备项目172个。

2021年望城区实施项目计
划投资689亿元， 其中政府投资
127亿元、 社会投资562亿元。聚
焦培育产业动能、提升城市品质、
打造乡村振兴新样板、 保障民生
福祉、畅通区域交通、拓展城市功
能等。其中政府投资项目240个，
主要包括长赣铁路， 兴联路过江
通道，地铁1、2、4号线，信息学院
新校区、 岳麓污水处理厂三期扩
建、滨水四医院新院区等，以及香

炉洲大桥、人民医院、乡村振兴、
长郡月亮岛三小及二小扩建、前
进小学、金甲小学、香桥小学等。
社会投资项目309个， 包括新型
城镇化及农业产业化、 工业高新
技术、文化教育及服务业、房地产
及商业综合体及其他国有企业及
新增社会投资项目。 同时为全面
落实“四精五有”精神，将金星大
道、普瑞大道、城区主要节点提质
等改造项目和一园三区开发建设
项目、 海归小镇等纳入市重大计
划进行重点调度。

会议要求， 一季度续建项目
全部复工、 新建项目开工25%以
上， 二季度新建项目开工50%以
上，三季度新建项目全部开工，四
季度全面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谢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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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麓山下， 熙攘闹市中，长
沙市岳麓区新民路，藏着一个安静
的农家小院。 院子四周竹篱环绕、
香樟耸立，静谧古朴。这便是新民
学会旧址处。

春节过后， 记者踏入悬挂着
“沩痴寄庐”门匾的木门，寻访葱茏
绿木掩映的“蔡和森故居”，那一段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
挥斥方遒”的时光又浮现在眼前。

古朴小院缅怀伟人

100多年前，这里曾经坟茔环
绕，屋舍简陋，租金当然也很便宜。
1917年，为了在长沙求学，蔡和森
将全家从湘乡永丰（今属双峰县）
迁往这里。当时，环境异常艰苦，蔡
和森结识了毛泽东、萧子升等一批
志同道合的好友，大家时常相聚于
此，或种菜劳动，或抒怀言志。

蔡和森故居的堂屋正中间，摆
着一张方桌。 讲解员陈立颖介绍，
就是在这张方桌前， 以毛泽东、蔡
和森和萧子升为主的13名热血青
年共同成立了新民学会。

1918年4月14日， 那一天，阳
光明媚，满院桃花盛开。毛泽东、蔡
和森等人在屋里屋外讨论学会成
立问题，蔡母和两个女儿在厨房做
中饭。吃饭时，毛泽东高举茶杯，代
表会友向蔡母致敬，然后互庆学会
成立。

午餐后，大家又讨论出国勤工
俭学事宜。通过了毛泽东为主起草
的会章，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
行，改良人心风俗”。

“新民梦”光照后来人

“新民学会成立之初， 只有基
本会员21人，随着影响扩大，发展会
员至70多人。” 陈立颖将记者从蔡和
森故居引出，走进新民学会旧址陈列
馆，翻开更多恢弘的往事记忆。

五四运动后，1920年，蔡和森
和一批进步青年赴法勤工俭学。蔡
和森废寝忘食地“猛看猛译”上百
种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
书籍，逐渐坚定以马克思主义改造
中国社会、挽救民族危机的信念。

此时，以毛泽东为首的另一部
分新民学会会员留在国内坚持斗
争。会员之间经常通信，交换学习
心得，讨论革命问题。蔡和森先后
给毛泽东写过11封长信，提出“明
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
的主张，以及建党理论和步骤。

毛泽东给蔡和森的回信中，对
蔡和森的主张，表示“我没有一个
字不赞成”。 就这样， 历经艰难求
索，绝大部分新民学会会员广泛接
触马克思主义思想，新民学会宗旨
也因而变为“改造中国与世界”。

1920年， 长沙的共产党早期
组织在新民学会的基础上诞生。
1921年3月，新民学会完成历史使
命， 自然停止活动。 虽然只存在3
年，但新民学会有一半左右会员先
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中国共产党
的成立做了思想理论和干部队伍
上的准备，被誉为“建党先声”。

1938年， 新民学会旧址曾在
一场大火中焚毁，如今旧址是根据
1984年的新建馆翻修而成。 时过
境迁，它的留续，不仅是革命青年
唤醒为国家救亡而奋斗的见证，也
用历史证明了当时中国共产党成
立的必然趋势。■记者 曹辉 郑旋

“小巨人”企业是专注于细分
市场、创新能力强、质量效益优的
排头兵企业，具有“专精特新”特
点， 需符合制造强省建设总体要
求， 拥有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及
与之相适应的研发投入， 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和服务， 有一
定的经济规模和较好成长性。根
据计划， 培育将重点面向制造业
中小企业，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

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
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及航
空航天、 海洋装备等战略性新兴
产业，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工业
“四基”创新、“新基建”等领域的
优质中小企业。 培育措施包括支
持企业技术创新， 推动数字化发
展，提供“点对点”的技术创新、上
市辅导、数字化应用、工业设计等
专业服务，加强融资促进。

“小巨人”企业培育迎来2.0升级版政策
“十四五”期间，全省每年重点培育300家左右 梯度培育，支持一批成长为上市企业

新民学会旧址：觉醒青年“新民梦”

本报2月22日讯 记者今日从省工信厅获悉，《湖南省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培育计划（2021-2025）》正式发布，我
省将在企业人才建设、加强融资促进、技术创新、上市辅导、
投融资、数字化应用、工业设计服务等方面培育“小巨人”企
业。“十四五”期间，全省每年重点培育300家左右省级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梯度培育一批省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成长为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单项冠军企业，支持一
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成长为上市企业，引领带动全省中
小企业高质量发展。

哪些条件可入围“小巨人”企业

省工信厅党组成员、 总经济
师熊琛介绍，对比2017年的培育
实施方案， 新的培育计划梯度培
育目标更明确，政策支持更给力，
服务措施更规范。 要求市州加快
建立市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培育认定工作机制，建立从市州、
省到国家的三级培育机制。 省本
级将继续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市
州要按照“一法一办法”的要求，
通过资金奖励、项目补助、融资服
务、人才培训等方式，共同支持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发展。全面
实行动态管理， 明确省级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有效期为3年。到
期后进行复核， 确保每年重点培

育300家左右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 稳步壮大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群体。

2017年以来，全省共培育省
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018
家，70家企业成长为国家级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8家专精特新
“小巨人” 企业成功登陆科创板，
成为全省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
领头雁和排头兵。2020年底国家
工信部、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支
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
展的通知》，“十四五”期间中央财
政将安排超100亿元奖补资金支
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
展。 ■记者 胡锐

“小巨人”企业能享受哪些好处

望城区今年铺排投资建设项目721个

株洲4600余万
元政策红包惠
及“双创人才”

乘“春风”
稳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