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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固定
资产投资
增长速度

全 省 15.9 15.6 15.3 25.1
长沙市 14.4 9.0 3.5 0.2
株洲市 14.1 12.3 -2.1 78.0
湘潭市 13.8 23.0 3.3 20.5
衡阳市 17.3 18.9 27.2 23.7
邵阳市 18.5 23.0 47.7 40.9
岳阳市 17.2 21.1 10.7 6.6
常德市 20.3 16.2 29.9 55.1

张家界市 10.1 20.4 6.5 97.0
益阳市 17.5 22.2 29.2 45.3
郴州市 18.1 24.9 19.9 43.8
永州市 16.0 19.2 11.0 54.8
怀化市 13.0 16.4 -12.2 21.2
娄底市 14.1 23.6 62.1 24.5

湘西自治州 7.9 -23.0 63.3 28.0

湖南1至4月各市州
工业经济运行主要指标数据

注：1、数据由湖南省统计局提供；
2、利税总额增长速度为1-3月数
据，利税总额是指企业实现的利
润和应交的税金之和；
3、 增加值增长速度为消除价格
因素影响后的增长速度，即按可
比价计算；
4、高加工度工业是指重工业中，
除采矿业、原材料工业之外的加

工、组装工业。 工业高加工度化
是指工业内部发生由原材料工
业为重心的结构向以加工、组装
工业为重心的结构变化过程；
5、 工业投资是指行业范畴包括
采矿业、 制造业及电力热力、燃
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三大类的
建设项目在单位报告期完成的
投资额。

走进红五月
—湖南重点工程建设直击⑨

工地
目击

柑橘产业：重点项目促升级
———李文食品10万吨果蔬加工及产业化项目一线见闻

本报记者 张尚武
通讯员 唐高波 何比峰

5月10日， 雨中车行邵阳市北塔
区蔡锷路，进入江北开发区，远远看
到一片大工地。 巨大的标识牌显示，
李文食品10万吨果蔬深加工车间落
地于此。

这是我省目前规模最大的柑橘
加工产业化项目。 2009年以来，我省
年年遭遇柑橘积压难题，引起省领导
的高度关注。 去年底，省里支持李文
食品公司，新上10万吨果蔬加工及产
业化项目，以大项目带动全省柑橘调
结构，压鲜食、扩加工，促柑橘产业升
级。

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挖掘、碾压、
搅拌等20多台机械，正在紧张作业。

“这里原来是5个像馒头一样的
山头，我们已‘吃掉’了4个半。 ”现场
施工员指着最后半个山头说，一周内
扫平山头；6月份所有基础到位；7月
起开始主体施工。

这几天一直下雨，但机械作业一
天也未停。 项目一旦动工，就要快速
推进，越快达产，投资效益越高。

“现在，公司每天支付50多万元
工程款，已完成投资1.1亿元。 ”项目
承办单位———李文食品公司的董事
长李文介绍，项目工程占地200亩，预
计明年底竣工。 正式投产后，这里每
年可加工5万吨橘瓣罐头、3万吨橙汁
胞饮料。 柑橘加工淡季，还可利用生
产线加工2万吨藠头、 辣椒等罐头产
品，带动橘农每年增收2.5亿元。

柑橘加工正在崛起“龙头”，专用
基地也在加紧配套。

在“雪峰蜜橘之乡”洞口，李文食
品公司选择竹市、 花古等地， 创建
5000亩橘瓣罐头原料基地。

竹市镇的卢家、山脚、正庭等村，
10多个山头连成一体，新开的层层梯
土，已栽满了橘苗。雨势减缓，20多个
农民即开始清沟沥水。

山脚村老支书唐章元一边用锄头
清沟， 一边对记者说：“李文食品公司
承包荒山建基地，村民举双手赞成。 ”

他跟记者算账：一亩山地包给李
文食品公司，农民每年可得100元；村
里的劳动力到基地做工，每天工资70
元；村里以往猪粪尿难处理，现在公
司给80元一车。 “这样一举多得的好
事，大家何乐而不为？ ”

“对李文食品公司来说，创办自
有核心基地，虽然投入大，花的精力
多，但原料来源有保障，产品质量能

放心。 ”基地负责人袁通常说。
现在普遍推行的订单模式，其实

很松散。 订单基地打什么药、施什么
肥，只有橘农清楚；鲜销卖不完的柑
橘，才卖给企业加工橘瓣罐头，加工
产品档次难免受影响。

李文食品公司新建的核心基地，
公司派人直接管理， 分片栽种 “尾
张”、“涟红”、“山下红”等品种，施肥、
治虫、 采摘等严格按标准化操作，确
保好果子加工高档罐头。

武冈脐橙闻名遐迩。 去年11月，
李文食品公司选择武冈市邓元泰镇，
着手开发1万亩橙汁胞加工原料基
地。 至今已流转了华塘、石盘、天心、
凤溪、山凤等村的5300亩荒山。

“这些新建的基地，公司正在修
水泥路、建水塔，各个村的农民都受
益。 ”县里派驻基地的协调员潘求富
介绍，以村为单位，荒山流转按每年
50元一亩， 熟土一次性每亩增补200
元，山地流转极为顺利。

流转的荒山，漫山遍野栽种“大
红甜橙”、“园丰”、“纽荷尔”等脐橙新
品种。 这些品种酸甜搭配，开发橙汁
胞饮料，不与鲜食脐橙争市场。

作为“柑橘第一省”，我省柑橘的
主打产品如雪峰蜜橘、 湘西椪柑、湘
南脐橙、永兴冰糖橙等，无一例外都
是鲜食品种， 集中在一两个月内上
市，如何能卖好价钱？

近年来崛起的湘南脐橙带，50万
亩脐橙也都是鲜食为主 。 2009年以
来， 湘南脐橙带全面进入盛产期，省
内脐橙价格直线下滑。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李文食
品公司申请10万吨果蔬加工及产业
化项目 ， 顺利列入省里的重点项
目。 ”潘求富说，新项目将上国际领
先的3万吨橙汁胞生产线 ， 加工橙
汁胞对脐橙果实大小和外观无严格
要求 ，公司将 “消化 ”武冈 、新宁等
主产县（市）的所有等级外脐橙。

按项目要求，打造“柑橘加工—
专用基地—优质种苗”产业链，李文
食品公司在北塔区陈家桥乡白泥田
村建立了120亩的柑橘无病毒种苗繁
育中心。

连片的大棚里， 控温控湿，40多
个柑橘、 脐橙品种正在进行对比试
验。 李文说，“从今年起，中心每年可
育出优质柑橘壮苗40万株，半数满足
自有基地，其余免费送给
农民，带动雪峰山区柑橘
品改，从源头巩固产业优
势。 ”

李文食品公司10万吨果蔬精深
加工及产业化建设项目，是我省目前
投资最大的柑橘深加工项目，建设地
点位于邵阳市江北开发区。

项目总投资5.8亿元， 占地200
亩，建设内容包括 ：新建橙汁胞生产
线和皮渣饲料生产线，搬迁和扩建糖
水橘片罐头和蔬菜罐头生产车间；建

设无病毒种苗繁育中心 、1万亩橙汁
胞生产原料基地 、5000亩糖水橘片
原料基地。 整个项目2010年动工，计
划于2015年全面建成。

项目投产后，直接安排6800人就
业， 带动3万农户从事柑
橘及配套产业，每年为农
民增收2.5亿元。

地处 “湘南桂北柑橘优势产业
带 ”， 郴州 、 永州 、 邵阳3市的鲜食
脐橙带已发展到50万亩 。 邵阳是我
省柑橘主产区， 柑橘面积60多万亩，
年产量30万吨， 其中脐橙的面积产
量均占到了50%。

目前 ， 邵阳市脐橙加工尚属空
白 ， 脐橙出现卖果难 ， 价格已由每
公斤5元降至2元左右， 果径70毫米

以下的脐橙更是滞销 。 李文食品公
司新上橙汁胞加工生产线 ， 每年可
消化近9万吨脐橙鲜果， 且对果实大
小和外观无严格要求。

项目建成投产后 ， 李文食品将
与台湾佳美 、 汇源果汁 、 大红橙业
等企业， 形成我省橘汁加
工的主力军， 年加工能力
可消化80万吨鲜果。

近几年， 受冰灾、 “柑蛆事件”
等影响 ， 橘农增收倍感困难 。 实质
上， 这仅是柑橘结构性问题的表象。

全省80%的柑橘为鲜食品种， 集
中在一到两个月上市 ， 市场稍 有
“风吹草动 ”， 整个柑橘产业便 “弱
不禁风”。 柑橘收成越好， 橘农越是
增收难。

一方面是鲜橘多了； 另一方面，
国内橙汁却依赖从巴西、 美国进口。
我省通过重点工程立项 ， 扶持李文

食品等柑橘加工龙头企业 ， 新上生
产线 ， 开发橘汁等产品 ， 扩种加工
型专用品种 ， 发出了柑橘结构调整
的强烈信号。

未来几年 ， 我省柑橘结构的调
整 ， “压鲜食 、 扩加工 ” 将是主攻
方向 ， 龙头企业自办基地是主要推
动力 。 在结构调整过程
中， 环环夯实产业链， 柑
橘产业将真正成为 “甜蜜
的事业”。

李文食品果蔬精深加工

湖南橘汁加工初具规模

柑橘结构调整的信号

10万吨果蔬深加工车间建设现场。 本报记者 张尚武 摄

本报5月14日讯 （记者 柳德新
通讯员 陈文平 王育红） 防汛抗灾，
防重于抢。 在5月8日持续至今天的
暴雨山洪过程中， 我省气象、 水文、
地质、 山洪预警预报齐发， 赢得抗
灾先机。 据省防指统计， 截至今天8
时， 全省紧急转移17.2万人。

气象部门及时加强灾害性天气
的监测预警。 5月12日13时， 省气象
局启动今年首个突发性气象灾害预
警应急预案Ⅲ级应急响应命令， 共
向全省各类防汛责任人、 中小学校
安全责任人、 交警指挥人员、 气象
信息员发送暴雨红色预警短信46县
次， 暴雨橙色预警短信23县次 ， 雷
电橙色预警短信39县次， 大风黄色

预警短信20县次， 冰雹橙色预警短
信1县次， 共有56.1万多人接到灾害
性天气预警信息。

水文部门发布水情预报10多次，
为水库调度、 防御洪水提供了准确
的决策依据。

省地质灾害应急中心共向各地
发送地质灾害预警短信 1.24万条 ，
发布预警预报产品3期， 为应对暴雨
天气提供了技术保障。

今年汛期，96个山洪灾害防治县
级非工程措施建设项目全部投入试
运行。暴雨中心安化县利用新建成的
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发布预警信
息1300余条，拉响应急警报120余次，
12800名群众成功转移避险。

本报5月14日讯 （记者 乔伊蕾
周小雷） 今天上午， 省委统战部组
织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 省工商
联组织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座谈，
集中提炼 “湖南精神”。 大家认为，
“湖南精神” 既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 又要在表述形式上通俗易
懂， 为广大民众所接受。

在民主党派 、 无党派人士代表
座谈会上， 省委统战部副部长何俊
峰认为， “湖南精神” 要反映湖湘
历史文化特色， 顺应时代发展潮流，
激励三湘儿女为富民强省献智出力。
民革省委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黄自
荣认为， 提炼 “湖南精神 ” 要体现
湖南人对国家和民族的赤诚， 他建
议将4条表述语整合修改为 “爱国争
先、 务实创新”。 致公党省委委员、
省科技研究开发院王义高教授建议，
要经多方听取意见、 反复讨论酝酿，
形成一种文化思维， 在此基础上把
“湖南精神” 提炼好弘扬好。 九三学
社长沙理工大学委员会副主委赖其

深说， 提炼 “湖南精神” 要
考虑湖南人的精神特质， 注
重从湖南人肯实干、 重读书
等特点中提炼 。 无党派人
士、 湖南师大生命科学院院
长向双林教授表示， “湖南

精神” 要紧扣时代脉搏， 表述上要
朗朗上口。

在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座谈
会上， 振升铝材董事长段军如认为，
湖南有山有水， “智者乐水 ， 仁者
乐山”， 征集提炼 “湖南精神” 应从
地域文化出发， 体现湖湘文化厚重
的历史底蕴。 大汉集团副总裁 、 党
委副书记邹明建议 ， “湖南精神 ”
要体现湖南人的忧患意识和创新精
神， 表述语要简洁精炼， 让人好懂
好记。 步步高品牌推广部部长邹爱
华说， 提炼 “湖南精神 ” 要具有鼓
舞性， 体现前瞻性， 与湖南发展的
长远愿景相吻合。 开源集团文化公
司总经理项建平认为， 提炼 “湖南
精神” 既要体现精英文化， 又要反
映草根认知， 这样才能真正让 “湖
南精神” 落地， 为广大民众所认同
和践行。 隆平高科行政专员毛敏表
示 ， “湖南精神 ” 要有鲜明特色 ，
不求面面俱到， 但要能引起广大民
众强烈共鸣。

2000多名选手角逐
全省职业技能大赛

●赛项设置、 参赛选手和赛点均为历
年之最

●获全国赛一等奖的， 可免试进入本
科院校就读

本报5月14日讯 （记者 姚学文） 今天， 数控铣项目
中职类全省职业技能竞赛在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开赛，
拉开了全省职业院校技能竞赛夏季赛的序幕。

由省教育厅主办、 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承办的本次竞
赛， 吸引了来自全省14个市州的中职和高职2000多名选
手参赛。 在接下来的3天时间里， 这些选手将分别在长沙
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长沙财经
学校等20所高、 中职院校同场竞技 。 竞赛的优胜选手 ，
将代表我省参加今年6月在天津等11个省市区举行的全国
职业技能大赛。

据介绍， 按照有关规定， 凡在全国赛中获得一等奖
的选手， 可免试进入本科院校相应专业就读。 在省赛中
获得一二三等奖的中职学校选手， 也可免试进入高等职
业院校就读。 参加对口高考的中职学校选手， 获得全国
大赛一二三等奖以及省赛一等奖的， 在录取中可增加20
分投档。 获省赛二三等奖的， 可分别增加15分和10分投
档。

据悉 ， 自2008年我省建立职业技能竞赛制度以来 ，
已连续举办5届。 与往年比， 本季竞赛呈现三最， 即赛项
设置最多， 中职和高职共设置15个专业类、 63个竞赛项
目； 参赛选手最多， 超过2000人； 赛点也最多， 共有20
个。

灾害预警赢得抗灾先机
气象、水文、地质、山洪预警预报齐发，

全省紧急转移17.2万人

民主党派、无党派、
非公经济代表人士热议“湖南精神”

5月13日， 双峰县消防大队的官兵在给工人讲解消防常识。 当天， 消防官兵来到该
县开发区企业， 开展消防知识宣传活动。 乃继辉 摄

“湖南精神”征集提炼

本报记者 向国生 廖声田
通讯员 向欣

一提到 “白衣天使”， 许多人都会想到
细心的女孩， 而在张家界市人民医院， 就
有一位80后男护士， 细心护理病人， 帮助
重症病人与死神赛跑。

5月12日早上8时， 重症监护室的护士
邢雪伟来到病房， 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今
天他要值一整天班， 手头上还有很多繁琐
的护理工作要处理。

邢雪伟的主要工作是对重症病人进行
专业护理， 协助医生抢救病患， 时刻关注
病人生理机能的变化， 像这样的24小时值
班， 如果没有突发紧急状况， 他就要时刻
不停地在病房里巡来巡去 ， 同患者 “聊
天”， 对着各种机器进行观察记录。 每天，
邢雪伟都要重复吸痰、 打针等工作， 有的
病患其实并没有知觉， 但他依然坚持与之
“交谈”， “他们住在这里， 我就要像对待
自己亲人一样去照顾。” 邢雪伟说。

“最初的理想是当医生， 阴差阳错学
上了护理专业。” 邢雪伟告诉记者， 2007年
大学一毕业， 就进入市人民医院重症监护
室工作， 一呆就是5年。 这里15名护士， 他
是独一无二的男护士。

“小邢， 帮我看看1床病人的症状怎么
样， 有没有出现什么不良反应。”

“小邢， 3床到时间吸痰了， 一会顺便
帮他进行一下身体护理。”

重症监护室就像战场， 护士和医生就
是冲锋陷阵的战士， 奔波于不同病床之间，
为了将身陷疾病的患者抢救过来， 不惜拼
尽自己的心力和体力。

“只要每一位经过抢救的病患， 通过
我们用心的照顾， 能健康地走出去， 内心
的满足感和成就感就会油然而生。” 邢雪伟
说， 5年来， 接触很多重症病人， 平常的照
顾就是帮助他们与死神赛跑， 虽然忙碌不
停， 但很有意义， “男人在体力、 应急能
力方面都有优势， 在病房里洒下的欢笑与
泪水， 都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

本报5月14日讯 (记者 曹娴 通
讯员 万波 谭煜 )“长沙经济技术开
发区、株洲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22
个开发区， 节约集约用地成效显著，
分别给予10公顷至40公顷不等的土
地利用计划指标奖励。 ”近日，省国土
资源厅表彰2011年度开发区节约集
约用地先进单位，全省22个开发区累
计获300公顷土地利用计划指标奖
励。

我省现有8个国家级开发区和70
个省级开发区，全省开发区以约占全
省3%的土地， 吸纳了全省1/3左右的
外资， 创造了全省约1/2的外贸出口
额、1/3的工业增加值、1/12的城镇就
业岗位。开发区在促进我省经济又好
又快发展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

省国土部门通过对开发区进行
基础调查、分析评价土地集约利用程
度、测算土地集约利用潜力，全面掌
握土地集约利用状况，并推动土地利
用管理基础信息建设，其评价结果作
为开发区扩区、升级、调区以及用地
审批的重要依据。

去年来，省政府相继出台相关规
范性文件，严格要求开发区节约集约
用地，并通过行政和经济手段加大开
发区节约集约用地奖励力度。每年预
留年度计划指标的一定比例用于对
集约用地成效显著的开发区实行奖
励；鼓励建设使用标准厂房，对投资
强度大、厂房设计在三层以上的工业
建设项目， 优先解决建设用地指标，
减收或免收城市建设配套费；鼓励建
设项目开发利用地上地下空间。

本报5月14日讯（记者 朱永华）为深入推进全省学习
型党组织建设，迎接党的十八大召开，学习型党组织电视
知识竞赛《先锋问答》第二季即将起航。 9日下午，省委建设
学习型党组织工作领导小组为此召开专题会议进行部署。

去年开展的《先锋问答》以其“红色益智”、形式新颖赢
得良好的社会反响。 第二季《先锋问答》在继承去年活动基
本框架的基础上，增加了现场辩论、讲述梦想故事等环节，
对参赛选手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今年7月，各市州将推选25
支队伍参加复赛，5个单场冠军进入总决赛，进行“先锋起
航 ”、“携手并进 ”、“乘胜出击 ”、“成就梦想 ”4个环节的比
赛，产生总冠军。 总冠军将获得一笔“梦想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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