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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好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排头兵
要访邵阳经开区党工委书记周飞鹏
要要

“2019 年是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
移示范区建设开篇之年，我们将坚持
新发展理念，
坚持创新开放发展，瞄准
建成新型工业化平台、创建国家级经
开区、当好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排
卧薪尝胆、
久
头兵目标，
保持背水一战、
实现重点产业项
久为功的定力和韧劲，
目建设有新突破，
经济社会高速高质发
展有新成效，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以优异的成绩向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献礼。”
3 月 4 日，
邵阳经开区党工委书
记周飞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如何做好承接产业转移，周飞鹏
表示，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的获批，是我市第一个国家级层面的
最大平台、
史上最大的发展机遇。作为
承接产业转移的主阵地，经开区要奋
力建好产业承接平台。依托园区现有
产业基础，发挥现有加工贸易产业容
纳整合优势，启动建设中国（邵阳）特

种玻璃谷、智能制造产业园、智能机械
装备制造产业园三大智能制造 产业
园，形成全面布局、多点发力、高低搭
配的产业承接平台，有力有序承接东
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全力创建国家
级经开区。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
为创建国家级经开区提供了强 力助
推，
国家级经开区的成功创建，将是承
接产业转移的最有力平台。保持定力
抓重点产业建设。全面启动中国 （邵
阳）特种玻璃谷建设、
全力打造省内领
先的先进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加快智
能家居产业园建设、加速推进桑德锂
电池综合利用项目年内投产、加快 10
亿级以上重大产业项目建设、全力加
快特色产业园建设。
在谈到如何全力推进园区高质量
一是坚定高质量
发展时，周飞鹏表示，
发展方向。认清当前开发区的发展动
能正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产

业结构正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转变，洼
地效应正由政策优惠向服务增效转型
用新发展理念引领
的新动向、新趋势，
园区各项建设。二是打好决胜脱贫攻
防范债务风险三大
坚、推进污染防治、
攻坚战。大力推进产业扶贫、就业扶
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全年脱贫 48
户 96 人。巩固环保督察整改成果，打
赢蓝天保卫战、
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河
长制落实、水源地保护、农业农村污染
治理等战役。继续落实“停、缓、调、
撤”
，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采取
提升融资水平。
“保、
延、
拓”
融资策略，
三是加快实施乡村振兴。实现经
与园区规划实
开区全域总体规划覆盖，
人社和
现
“多规合一”
。切实做好民政、
劳动保障工作，
使社会救助、
福利事业、
救灾救济、城乡居民社保医保、劳动就
让托管后的民
业等民生实事落到实处，
生服务更实更多。推进扫黑除恶专项

爱心涌动仁湾村
城市 报 讯 渊记 者 黎 成 军冤
“人间有情，八方有爱！”
3月4
日，湖南财经学院读大学的蒋亮
芳将一 封感谢信贴在邵 阳县仁
湾村村部。2 月 25 日，一场意外
事故将蒋亮芳家拖入了困
境——
—事 故 不 仅 导 致 母 亲 当 场
死亡，父亲受了重伤，危在旦夕。
事情发生后，村干部立即在村微
信群号 召群众积极捐款 进行救
助，短短数天时间就凑齐了近 9
万元钱。
“蒋玉祥生命垂危！每天抢
事发当天，
消息
救费用好几千！”
传到村里，村干部马上在微信群
里发布募捐信息，号召村民伸出
关爱之手。号召一发出，微信群
里下起了“红包雨”，你 100 元我

200 元的纷纷捐款。村里在外面
做生意的蒋永新马上转了 5000
元爱心款给村干部。村里募捐现
场，在家里不会玩微信的老爷爷
老奶奶撑着拐杖来了，在家养病
的尿毒症患者来了，本村的来了，
外村的也来了！
“最令我感动的是 70 多岁的
老共产党员蒋运成，本身患有尿
毒症，
也来现场捐献了 200 元，还
有 30 岁换了双肾的尿毒症病人
莫慧，
自己就需要巨额医疗费，他
也捐了 300 元！”蒋细祥告诉记
者，3 月 4 日中和中学全体师生
捐献了 2009.10 元，师生们的爱
心捐款都是 1 元 2 元的钞票，还
有 1 角钱的。截至 3 月 4 日，全村
共捐献爱心款 89061 元。

沐浴教育春风

阴城市报记者 罗中利

通讯员 刘敏

综治民调、
信访减
整治，
做好非访治理、
量控增工作，
解决好征拆领域的合理合
法诉求，
提高人民群众的满意度。
如何实施服务提质工程，全力打
周飞
造服务园区经济发展的一流环境，
鹏表示，
市场经济是“候鸟经济”
，哪里
资
的环境最适合，企业就到哪里发展，
对园区来说，
亲
金就往哪里集聚。因此，
商环境就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检测仪和
风向标，
准确真实地反映着每个园区的
思想解放程度、
市场发育程度、对外开
放水平、综合发展实力和转型提升潜
“优
力。2019 年邵阳经开区将全面推行
质服务提升年”
活动，努力营造更好的
营商环境，
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强
化要素保障，提供全方位的营商服务，
营造亲商重商的营商文化。

奋力在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中

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邵东职业中专院
深化产教融合 强化校企合作

城市报讯渊记者 谭炜冤2 月 27 日，邵东
县职业中专深化产教融合，强化校企合作，不
断提高教育质量，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有力
的人才支持与智力保证。
重
该校根据产业需求，从重建专业体系、
构课程结构和内容、
重塑教师队伍等方面进行
着力培养企业所需要的
大刀阔斧的有效改革，
建设
“三
技术技能人才，
为邵东承接产业转移，
个邵东”
做出贡献，
并争创全国具有辐射引领
作用的高水平专业化产教融合实训基地。

打造书香校园

要要
要酿溪镇二完小建设现代书香校园工作纪实
新邵县酿溪镇二小，为全国现
代技术实验学校。2013 年学校承前
启后,博采众长，
建设书香校园。成立
，整合现代
了“唐福秋名师工作室”
信息教育等研究成果，创建大数据
，宏观搭建管理框
“现代书香校园”
架，从“精致、书香、活力、现代”方面
努力探索，引领全校走质量强校、教
研兴校之路。
近几年来该校打造主题鲜明的
人文环境，自然环境和人文景观，墙
壁会说话，走廊上、风雨楼、教室墙
《弟子规》等文
壁上装饰有《千字文》
框，古色古香，沉静雅韵，耳濡目染，
清晨学生诵读古典诗词、名家名作。

享受到“与经典作伴，与圣贤为友”
的乐趣，午间小小播音员清脆悦耳
的朗读声，在校园飘荡，激荡起孩子
们内心涟漪，与经典共鸣，心与心交
汇。为打造书香工程，学校投入数万
元，购买课外书籍，充实阅览室，丰
让
富阅读资源。开展图书漂流活动，
校园阅读向家庭延伸。开展微信阅
读打卡与阅读升级活动，落实课外
阅读引领，通过讲故事比赛、读书笔
记评比、阅读之星评比，鼓励孩子好
读书、
读好书。
“校园读书节”已举办
五届，好书推介、书签卡、读书卡、读
书小报、诗词卡制作、跳蚤书市已成
为“读书节”的经典节目，激发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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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及家长的阅读热情。酿溪二小多
次承担省级、市级重点课题研究，取
得丰硕成果。省特级教师唐福秋创
办的“魅力数学名师工作室”，让大
批青年教师茁壮成长。该校为“传统
体育项目”特色校园，在篮球、乒乓
球等比赛成绩斐然。文艺节目大放
异彩。少先队曾荣获“全国红旗大
荣誉称号。
队”和“全国雏鹰大队”
学校建成了校园宽带网络“班
班通”、录播室、校园电视演播系统、
校园广播系统、远程教育收播站、多
媒体教学中心等高标教学设施。建
设“三通两平台”，整合优质资源，信
息教学覆盖所有学科，数字化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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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常态化，为数字化校园建设奠
定坚实基础。近年来校园环境不断
优化，文化品位不断提升，办学特色
日渐凸显，教育教学质量逐年提高，
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和家长们的
充分肯定，成绩斐然、硕果累累。先
后获得全国“现代化教育技术实验
学校”、
“省安全文明校园”、省“文明
卫生单位”、省“艺术教育先进 单
位”
、省“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先进单
、市“课改实
位”、省“家长示范学校”
验示范学校”
等荣誉称号。获省以上
教改科研成果 10 项。
渊记者 邓舟帆 通讯员 王湘华
杨次梅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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