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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晴 6℃～20℃
湘潭市 晴 6℃～20℃

张家界 晴转多云 7℃～21℃
吉首市 晴转多云 6℃～20℃
岳阳市 多云 9℃～18℃

常德市 晴 7℃～18℃
益阳市 晴 8℃～20℃

怀化市 晴 7℃～20℃
娄底市 晴 7℃～21℃

衡阳市 晴 8℃～20℃
郴州市 多云 6℃～20℃

株洲市 晴 8℃～20℃
永州市 晴 7℃～20℃

长沙市
今天到明天，晴天间多云。
北风 ２ 级 8℃～21℃

２０13年12月2日 星期一
通讯员新闻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 市州新闻 9

橘园里的笑声

◎责任编辑 李茁 实习版式编辑 张杨◎

本报12月1日讯 （记者 郭云飞 杨军
通讯员 阳丽萍）近日，国家科技部、财政
部公布了今年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
基金立项项目。 沅江经济开发区这次有5
个项目获国家创新基金立项资助，包括湖
南德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热包覆法制
备膜结构锂离子电池石墨负极材料” 等。
沅江经开区大力推动企业科技创新与成
果转化，去年区内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工

业总产值41.5%，今年1至10月高新技术产
业产值又比去年同期增长22%。

为加快科技创新， 沅江市加大对园
区高新技术产业的扶持力度， 出台了一
系列政策，鼓励企业建立研发机构、加强
产学研结合、开发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在市里扶持下， 沅江经开区立足本地资
源优势，以科技创新为先导，推动产业转
型升级。目前，该区已建立省级工程技术

中心2家，区内企业共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431项， 还有3家企业参与了国家标准和
行业标准制订。 由辣妹子公司发起制订
的“辣椒素测定及辣度表示方法”“辣椒
及辣椒制品的辣度感官评价方法”，已成
为国家标准。明星麻业公司参加了“麻纺
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苎麻织物刺痒
感测定方法”等国家标准的编制。

科技创新为沅江经开区注入了活

力， 该区已逐步形成以中联重科沅江工
业园为龙头的装备制造业、以“辣妹子”
为龙头的食品加工业、 以明星麻业为龙
头的纺织业、 以湖南德天为龙头的新材
料和新能源等4大主导产业。园区效益显
著。去年，区内土地亩均创产值345万元、
税收6.3万元，获省国土资源厅奖励用地
指标150亩。前不久，省政府已批准沅江
经开区为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本报12月1日讯 （记者 邓明 李秉钧
通讯员 孙佑民 何光红）日前，嘉禾县花灯
戏《留守嫂子》剧组人员载誉归来。他们在山
东威海举行的中国第十届艺术节“群星奖”
戏剧类节目决赛中， 获得“群星优秀演出
奖”。嘉禾成为我省唯一连续参加第九、第十
届中国艺术节决赛并获奖的县（市、区）。

嘉禾县文化资源丰富，文化底蕴深厚，
尤以伴嫁歌和花灯戏久负盛名。伴嫁歌、花
灯戏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嘉
禾县也被省文化厅授予“花灯之乡”称号。

早些年，随着电影《芙蓉镇》上映，改编自嘉
禾伴嫁歌的片头曲《半升绿豆》唱响京城。
近年来，为传承和发展传统文化，该县成立
了嘉禾民歌艺术团，并把一批民间“歌头”
确立为民歌传承人， 确定珠泉镇彭家村等
地为花灯传承基地。县里还每3年举办一届
民歌艺术节和民歌研讨会。从2010年开始，
定期举办民歌会， 开展民歌和传统花灯小
戏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活动。

同时， 嘉禾县实施文化“走出去”战
略。县里邀请专家对文化发展进行顶层设

计，并请文化公司来嘉禾拍摄以伴嫁歌为
题材的音乐电视剧《罗四姐对歌刘三姐》，
与省及郴州市名编剧联合编排以《留守嫂
子》为代表的花灯剧。还通过央视《走遍中
国》栏目和湖南卫视等，多次播出《悠悠嘉
禾伴嫁歌》、《嘉禾恋歌》等伴嫁歌节
目，扩大了知名度。

2008年， 郴州市歌舞团以嘉禾
伴嫁歌为题材改编的情景剧《伴
嫁》，先后到香港、澳门和东南亚等
地演出，反响强烈。去年，湖南知青

合唱团演唱的嘉禾民歌《日头出来晒杨
家》， 在美国举办的世界合唱比赛中获得
银奖。今年10月底，湘南学院合唱团又带
着改编的嘉禾民歌，参加了在马来西亚举
行的世界华人合唱比赛。

本报12月1日讯（记者 周云
武）11月30日， 湖南望城经济开
发区产业项目集中签约仪式在望
城举行。10个优质产业项目成功
签约，总投资额达116.26亿元。

这次集中签约项目主要涉及
工业、商贸、物流、总部经济等。项
目全部达产后， 预计年产值将超
过400亿元、利税超过25亿元。10
个项目分别是： 高端进口汽车主
题文化科技产业园、 联东U谷望

城产业综合体、湘商总部基地、钢
贸加工、 恒飞特种电线和电缆二
期、 华润万家中南地区加工配送
中心、勤业光电LED产业园、天汇
文化工业基地、 硕博电子自动化
工业控制器、 自动化铝木门窗生
产基地。其中，高端进口汽车主题
文化科技产业园、 联东U谷望城
产业综合体、湘商总部基地、恒飞
特种电线和电缆二期等4个项目
投资额都超过10亿元。

通讯员 田志波
本报记者 彭业忠

11月24日， 武陵山上阳光
明媚， 记者来到龙山县里耶镇
苗凤村。50岁的农民彭华超，站
在自家的南丰蜜橘园里， 看着
满树金灿灿的果实，满脸笑容。

“怎么想到把椪柑改种成
南丰蜜橘的呢？”记者问道。

彭华超给记者摆起了龙门
阵，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以来，
里耶镇便开始大量种植椪柑，
满坡满岭都是椪柑树， 面积一
度达到10万多亩，年产量达6万
多吨； 椪柑一度也让果农们钱
袋子鼓了起来。2000年以后，果
农们碰到了椪柑的卖难问题，
许多椪柑挂在树上烂掉了，我
试着将椪柑嫁接成南丰蜜橘，
收获后发现好卖多了。

“2007年底的冰灾，让我彻
底下了决心， 把30亩椪柑中的
25亩，嫁接成了南丰蜜橘。里耶
镇这样做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2009年时， 我们几个种植大户
一商量，成立了‘金土地柑橘专

业合作社’，大家共同抱团闯市
场。”彭华超正说着，他的妻子
吴梅梅， 从树上摘下一些南丰
蜜橘，笑容满面地请大家品尝。

“现在合作社有多少户社
员？怎么运作呢？”记者问。合作
社理事长徐德成接过腔说：“合
作社现在有112户，邻近保靖县
和秀山县的果农也加入了进
来，面积达2500多亩，今年的产
量可以达到40多万公斤， 产值
可达100万元。”

徐德成还告诉记者， 合作
社实行的是五统一模式———统
一培管、统一施药、统一采收、
统一包装、统一销售，比如每年
到收摘季节时，就有重庆、四川
的客商来订合同，合同订好后，
分批次来拉货时， 合作社就按
成熟的早迟，通知社员采摘，客
商的车子开到果园边装车。

秋阳下， 金灿灿南丰蜜橘
格外亮丽与诱人， 果农们的笑
容灿烂如花。

10个优质项目落户望城经开区
总投资116.26亿元

11月 30日 ，
衡阳县安邦农机
合作社的一架农
用植保直升机在
为西渡镇青木村
油菜种植大户提
供油菜病虫害防
治服务。 该县今
年大力推广机械
直播、 病虫害机
防等高效机械化
作业技术， 促进
油菜生产。

王建新 摄

记者�� ��在基层

文化大步“走出去”嘉禾

创新推动产业升级沅 江
经开区

本报12月1日讯 （记者 戴
勤 通讯员 罗理力 戴琛 ） 11
月28日晚， 远在广东打工的刘
明亮登上隆回县委组织部流动
党员QQ群， 参加党的十八届
三中全会精神的学习、 讨论。
据了解， 隆回县运用网络平台
开展党建工作， 实现了流动党
员“人行千里有党管， 外出务
工不离党”。

为有效破解流动党员教育

管理难， 近年来， 隆回县广泛
运用QQ群、 微信群等网络平
台， 探索建立“网上党支部”，
组建网上“党员之家”， 将流
动在全国各地的党员全部纳入
网上教育管理体系。 县 、 乡
镇、 村有重大事项决策都通过
QQ群公告栏等网络平台， 及
时向流动党员通报情况， 切实
保障流动党员的知情权、 参与
权、 决策权。

隆回组建网上“党员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