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武建平 通讯员 李泽
红）3月31日，桃源县举行2017年首届桃商
恳谈会暨第三批重大投资项目签约会，现
场签约项目13个，签约金额近100亿元。

近年来，全县上下大抓项目、抓大项
目，县域经济社会取得了长足发展。特别
是去年 10 月以来，该县以脱贫攻坚、园区
攻坚、城市扩容提质、水利建设、交通建设、
旅游开发“六大会战”为载体，先后5次举
行项目集中开工仪式，累计开工项目 94
个、投资规模达 165 亿元。本次活动是桃
源实施“回雁工程”、展示招商成果、推进项
目建设的重大举措，当天签约的 13 个项
目，投资规模近100亿元，涉及城建、金融、
旅游、能源、工业、商业等领域。湖南华民
资本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新能源、新型城
镇化建设等领域投资40亿元建设项目；中
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投资 15
亿元，对沅水风光带进行旅游开发；湖南黄
金集团有限公司与湖南磊鑫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投资10亿元，建设年产100万吨重
钙新材料的智能制造工厂；湖南释心堂酒
业有限公司投资1.5亿元，建设系列酱酒工
作、生产、展示区的生态酒庄；东莞市凌鹏
实业有限公司投资1.5亿元，建设一个四星
级的恒喜假日酒店及商业综合体；常德鼎
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投资5亿元，建设
包括文化餐饮、酒店等项目的城南区城市
商业综合体。

副市长、县委书记汤祚国对桃源在外
的成功企业家回家乡投资兴业表示最真诚
的欢迎，并表示，县委、县政府将始终秉承
重商亲商、扶商安商的原则，提供创业舞
台、创造优良环境，共同将桃源县打造成为
市域副中心城市，建设富裕、美丽、现代、人
文、幸福新桃源。

汤祚国说，桃源地理位置优势明显，自

然资源丰富，生态宜居、环境秀美，经济发
展迅速、产业特色鲜明，真诚希望桃源在外
发展的优秀儿女回家乡投资项目、实现合
作共赢，真诚期待大家能够将更多的产业
项目放在桃源，桃源县委、县政府将一如既
往地打造更加优越的创业平台、营造更加
优良的发展环境、提供更加全面的优质服
务，让更多的投资商在桃源谋求更大发展、

实现更大作为。第三批重大投资项目的签
约，将为桃源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
力。未来五年，桃源将朝着“1515”目标全
力奋进，即县域经济综合实力2020年跻身
全省15强，加快把桃源建成常德市副中心
城市，努力建设富裕、美丽、现代、人文、幸
福新桃源，要实现这一目标，不仅需要全县
上下的共同努力，更需要社会各界，特别是
各位投资商的鼎力相助。

县委副书记、县长庞波简要介绍了桃
源县基本情况、“十三五”发展理念及战略
定位。他说，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桃源县
将按照县第十二次党代会的部署，紧紧围
绕“推进二次创业、建设五个桃源”为主题，
牢牢锁定“1515”战略目标，强力推进常桃
融合，实现一体化发展，始终坚持新型工业
化和新型城镇化“两轮”驱动，全力打好“六
大会战”，欢迎更多的企业家投资桃源，建
设桃源，加速桃源发展、提升桃源实力。

原沈阳军区副政委、中将李运之，省
政协原副主席魏文彬参加签约会并讲话，
希望在外桃源儿女继续关心关注、宣传推
介家乡，发挥自身资源、人脉优势为家乡
发展出谋划策，多回家乡投资兴业，积极
参与桃源发展和建设，将桃源建设得更加
美好。

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魏岳林、县政协主
席童婧以及全体在家的县级领导出席签约
仪式。

实施“回雁工程” 展示招商成果 推进项目建设

桃源第三批重大项目集中签约
■ 现场签约项目13个，签约金额近1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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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局
检查企业成本降低情况

本报讯（通讯员 陈勇霞）近期，桃源县审
计局依照上级关于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的
政策，对县财政局、农业局、林业局等相关被
审计单位执行落实情况进行了跟踪检查。

审计局重点关注降低企业成本重大政策
的落实情况，审查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服务
性收费是否符合政策规定，是否存在依托主
管职能强制收费，有无将行政职能交给下属
单位进行服务性收费或乱收费；审查相关职
能部门是否利用管理优势，违规开展中介服
务，谋取单位和个人利益。同时，为解决实体
经济发展体制机制层面的问题，该局针对审
计发现实体经济企业存在的融资难等有关问
题提出审计建议，为政府出台相关政策产生
积极影响。

检察院
开展“五评”深化争先创优

本报讯（通讯员 李智勇）3月20日，桃源
县检察院召开2016年度“五评”评审会，共评
选出2016年度优秀文稿4篇、业务标兵3名、
优秀笔录4份、优秀法律文书4份、优秀案件3
件及不规范法律文书2份。

近年来，该院坚持以队伍建设为根本，全
面提升干警素能，大力开展岗位培训、疑案探
讨、“两议五评”、争创“四型”检察官、检察官
履职评议、帮联群众等活动，丰富素能提升的
形式与载体，队伍建设取得显著成效，案件办
理质量受到上级检察机关的充分肯定。开展

“五评”活动，旨在通过评选业务标兵、优秀文
稿、优秀案件、优秀（不规范）法律文书、优秀
笔录，营造争先创优的良好氛围，引导干警不
断提高业务水平和综合能力，提高办案质量
和执法规范化水平，推动检察工作全面健康
发展。

盘塘镇
烟叶移栽工作全面完成

本报讯（通讯员 邵亚丽）经过一个多星
期的“奋战”，近日，盘塘镇烟苗已全部移栽。据
统计，盘塘镇今年共发展烟叶11020亩，预计总
产量可达30000担，总产值将超5000万元。

为高质量完成烟叶移栽工作，落实精益
生产各个环节，盘塘镇抢抓墒情，多措并举，
全力以赴抓好烟叶移栽工作。镇烟办和合作
社协力搞好烟用物资和烟苗的配送工作，全
体干部职工和相关技术人员深入烟叶移栽第
一线，指导烟农科学移栽，确保整个烟叶移栽
工作圆满有序完成。

本报讯（通讯员 刘易万）茶庵铺镇党委政府坚持走以茶
立镇、以茶富民的发展路子，实行精准扶贫，推进脱贫攻坚，取
得了较好成效。

茶旅结合，政府推动脱贫。该镇共有茶叶面积4万多亩，
茶叶专业村7个，千亩示范片4个。近年，该镇依靠得天独厚
的生态优势和区位优势，牢牢把握政策，争取上级产业扶持，
大力推动茶叶产业与乡村旅游的完美融合，形成了“万亩茶园
观光”、乌云界峡谷漂流、夷望溪竹海泛舟、马坡岭茶叶观光
园、雪缘四季滑雪场等旅游产品，辐射带动上千名贫困人口就
业。据悉，该镇已纳入湖南省“十三五”特色旅游小镇规划。

做大做强，企业带动脱贫。古洞春、百尼茶庵等本地大型
茶叶企业对接金融扶贫政策，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引领作用，带
动全镇茶叶企业的迅猛发展。全镇积极推广企业+基地+农
户+合作社的模式，贫困户既可为企业打工，也能创业当老板，
灵活的就业方式帮助贫困户脱贫致富。目前，全镇年产值过
2000万元的茶叶规模企业3家，年产茶5000担以上的企业6
家，年产茶1000担以上的企业31家，茶叶加工作坊100余家。

扶力扶智，农民主动脱贫。为解决少部分贫困户想致富
没资金、想发财没本领的困境，今年来，政府自掏腰包 20 万
元，免费为500多户贫困户提供茶苗约130万株、可种植面积
达670余亩；邀请专业技术人员从选苗、挖沟、放苗、培土等步
骤，做详细讲解和示范，手把手培训。

茶庵铺镇以“茶”扶贫

3月25日，桃源县社会福利中心全体工作人员和部分老人齐聚一
堂，为首位百岁老人杨惠君庆祝生日。该中心现有百余老人入住，百岁
以上1人，90岁以上20余人，其余大部分为80岁以上老人。中心一直
注重为老人生活、医疗、护理等方面提供专业的、全方位的服务，赢得了
社会好评。 本报通讯员 谢志敏 摄

3 月 28 日开始，县人武部集中对森林防火民兵分队人员进行为期 6 天的森林防火集训。集训内容分为理论
基础、综合演练和操作技能，进一步提升民兵森林防火分队的专业技能和执行任务的能力。

本报通讯员 袁丽萍 摄

1米76的个子，英俊的面庞，如果不是自
己介绍，很难将他同火化工这个特殊职业联
系起来。翦文忠1997年从部队转业到地方，
到这个特殊岗位一干就是20年。

翦文忠每天在近千度高温的火化炉前工
作，特别是烈日炎炎的盛夏，因为工作特殊
性，操作间里不能安装空调、风扇等降温设
备，整个操作间就像一个大蒸笼。翦文忠穿
着全套工作服，戴着手套忙碌在炉前，每天
汗流浃背，全身湿透，穿在身上的衣衫能拧
出水来。

爱岗敬业是翦文忠从部队里养成的习
惯。有一次，正在工作的火化机器突然发生
故障，他一头钻进火化炉的烟道，在高温、漆
黑的环境里，清渣除灰，疏通管道，悬浮的骨
灰和刺鼻的气味让他胃肠难受，连续几天吃
不下饭。

在7000多个日夜里，翦文忠送上万名逝
者走完了人生最后一程。他说，火化工辛苦
不怕，怕的是得不到当事人的理解。

2006年的一天，一名四川籍的外来务工
者在尧河意外死亡，家属要殡仪馆马上赶
到。当时，翦文忠正忙着火化另一位逝者的
遗体，完毕后，马不停蹄地赶到事发地。但赶
到时，由于时间延误，家属恼怒万分。当翦文
忠跳下驾驶台，迎接他的就是当头一拳。翦
文忠当场晕倒在地，造成轻微脑震荡，至今头
部还留有痕迹。

翦文忠说，20年来，他对得起这份工作，
对得起丧户，却愧对自己的家人。

2009年夏天，翦文忠的岳母脑癌病危，妻
子患慢性肾炎住院，岳父年高体弱。由于常
年开车在外奔波，翦文忠也患上了腰间盘突
出。一天，他想利用中午休息时间照顾一下

亲人，却突然接到电话，要他马上开车赶到桃
纺西区。

妻子问他：“谁的电话？”“办公室的。”“干
什么？”“接人火化。”她那充满忧伤的眼里滚
动泪珠，欲言而止。岳母有气无力的眼皮，在
困难而微弱的呼吸中睁开，看着翦文忠，泪
珠簌簌流下，好像在说：“我在世的时间可
不多了！”看着这痛彻心扉的场面，翦文忠
左右为难。岳父叹息道：“孩子，既然你选
择了这份工作，逝者的家属同样在期盼着
你。去吧！这里我慢慢来。”翦文忠低下
头，泪珠夺眶而出，但还是拭干眼泪，驾车和
同事赶到现场。

当他们走进死者家时，发现尸体已高度
腐烂。翦文忠和同事戴上防护手套，用被单
裹着把尸体用单架抬上车。到达火化场，正
准备火化遗体时，翦文忠的手机突然响了，一
个噩耗传来——他的岳母撒手离开人世。翦
文忠的泪珠滚滚而下。逝者的亲属向翦文忠
同事打听他怎么了，同事将实情告诉他们，他
们对翦文忠抱拳说：“对不起，感谢你，好人会
一生平安。”

2013 年除夕，翦文忠和妻子正在包饺
子，准备新年的第一次早餐。突然，手机
铃声打断了他们的笑语，翦文忠放下手中
的活，听到手机里传来嘶哑哭泣的哀求：

“师傅，我父亲病故了，您能不能在早上 7
时前，把车开到桃纺家属区把遗体运去火
化？”

翦文忠抬头看看妻子，妻子却头也未抬：
“去吧，人心都是肉长的，谁想这样呢？注意
安全哟！”当翦文忠走出楼梯时，飘舞的雪花、
刺骨的寒风不禁使他打了一个寒颤，但这早
已是家常便饭了……

殡仪馆里20年的坚守
——记桃源县“十佳退役军人”翦文忠

□本报通讯员 郑莉

本报讯（通讯员 黄丽娜）近日，县民政
局全面启动2016年度社会组织检查工作。

为了确保2016年度年检工作的顺利
开展，县民政局利用电话、QQ、网站等多
种形式，广泛告知各个社会组织参加年
检。本次年检时间从2017年3月13日至
5月31日完成，年检对象为2016年6月30
日前经县民政局核准登记的社会团体、民

办非企业单位和2016年12月31日前核准
登记的基金会。年检的具体内容主要包
括遵守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的情况、党政
领导干部兼职情况、党组织建设和党员情
况、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资金和人员配备情

况、是否有偷税漏税等违法违纪问题等。
年检结论分“合格”“基本合格”和“不合
格”三种。各社会组织须先按要求填写相
关报告书报业务主管部门初审，初审完成
后再报县民政局进行审核。

2016年度社会组织年检工作启动

本报讯（通讯员 熊见波）4月1日，县
殡仪馆举行“殡仪馆开放日”活动，共接待
参与群众500人次。

该馆悬挂宣传标语15条，发放“倡导
文明殡葬、保护生态环境”传单和“殡葬改
革法律法规”宣传手册1000多份，全方位
地向公众展示实施殡葬改革取得的成果，
让公众了解和理解殡仪馆和殡仪馆工

作。活动期间向社会公开殡仪馆的工作
流程，公开殡仪馆的服务项目、收费标准、
服务内容、服务程序、服务承诺、服务监督
和惠民政策；引导公众参观殡仪馆工作场

所和设施建设，了解和感受殡葬从业人员
的艰辛。通过活动实现殡仪馆与公众的
良性互动，为大力推行“绿色殡葬、阳光殡
葬、惠民殡葬、和谐殡葬”打下坚实基础。

殡仪馆开展“殡仪馆开放日”活动

困境儿童
摸底工作全面完成

本报讯（通讯员 钟惠蓉）近日，县民政局开展了困
境儿童分类基础数据的摸底工作，全县共有困境儿童
4149人，其中病患儿童388人。

为建立健全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制度，准确了解和
掌握困境儿童基本情况，确保困境儿童生存、发展、安
全权益得到有效保障。县民政局对困境儿童分类基础
数据摸底工作进行了周密部署，困境儿童分为：孤儿、
特困救助供养儿童、低保家庭儿童、享受“两项”补贴的
残疾儿童、其他困境儿童等5种类型。通过摸底，全面
掌握了他们的基本情况、病残情况、家庭状况、主要困
难等信息，并建立了详实的困境儿童台账。

签约仪式现场签约仪式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