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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22日讯（通讯员 陈建
元 黄娜丝 记者 周怀立）近日，记者
在茶陵县南站新区看到，48米宽的茶
陵大道直通新区广场，车站主体建筑
正在加紧装修。 建设南站新区，是茶
陵县完善湘赣边商贸物流中心功能
的又一重大项目。 今年底，衡茶吉铁
路将通车。 届时，一个新的商贸物流
中心将在这里兴起。 通过发展产业、
繁荣商贸、建设生态宜居新城，茶陵
县正朝着建成“湘赣边界中心县”的

目标稳步前行。
茶陵县地处湘赣边界， 资源丰

富，交通便利。 县内拥有20多种储量
丰富的有色金属、7亿吨以上陶瓷原
料储量、13亿立方米左右花岗岩储
量。 衡炎高速等3条高速公路、2条铁
路和106国道、320省道在县城交会。
今年初，国家制定了罗霄山片区区域
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扶持力度明显
加大。 面对新机遇，茶陵县果断提出
“打造茶陵发展升级版， 建成湘赣边

界中心县”的奋斗目标。 围绕这一目
标， 加快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步伐。
今年来，引进和争取项目170个，完成
投资254亿元。

为形成集聚效应，茶陵县着力发
展物流业。 目前，农贸市场“湘赣大市
场”已投入使用，湘赣物流园、思聪物
流园、湘赣汽贸城、湘赣中心
车站、湘赣金融中心、湘赣大
卖场等项目也相继投入建设。
同时，县城建设提速提质。 已

成功创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和省级
卫生城市，省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县
城创建工作也在冲刺中。 目前，县城
“一城五区”新框架已拉开，城区及周
边乡镇行政区划调整工作正式启动，
学校、医院、文体中心、财富中心、南
门商圈等项目正在加紧施工。

本报12月22日讯 （记者 蒋剑平
戴勤 通讯员 罗健康 钱雄亮） 近
日， 邵阳市“湘西南国际商贸物流
城”、 资江南岸风光带建设与区域开
发两个重大项目签约， 总投资约170
亿元。 项目主要由刘平建、 王斌为
主的邵商联合投资开发。 这是邵阳
市委、 市政府大力实施“老乡战略”
取得的新成果。

邵阳是内陆欠发达地区， 但拥
有一支数量庞大、 遍布国内外的邵

商队伍， 被称为商界湘军“劲旅”。
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在世界各地的
邵商有近100万人， 总资产超过4万
亿元。 仅在东南亚， 邵商就有近10
万之众。

邵阳市委、市政府大力实施“引
老乡、回故乡、建家乡”发展战略。 该
市积极引导和支持在国内外的邵商
组建商会，抱团发展。 目前，邵阳异地
商会已达32个， 发展会员2万多人。
2007年，在市委、市政府倡议下，成立

了“邵商联盟”，以加强邵商间的团结
与协作， 并在服务家乡上开展合作。
自这年起，市里每年举办一次规模盛
大的邵商大会，重在鼓励邵商回乡投
资兴业。 去年，合同引资额从首届116
亿元增加到508亿元。 去年，市政府还
对“十大回乡投资杰出邵商”进行了
隆重表彰。

家乡的召唤激发了邵商回报桑
梓的热情。 邵东籍商人刘国忠从云南
回乡投资150亿元建设邦盛凤凰城，

并在市区投资50亿元建设填补国内
空白的平板显示超薄玻璃项目。“世
界鞋王”九兴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蒋
至刚回到祖籍地邵阳建设“鞋都”，工
厂陆续投产，近3年内将达到招工4万
人以上、年创产值100亿元的规模。 在
九兴鞋业带动下，为其配套的37家供
应商也将相继入邵投资兴业，总投资
达25亿元。 据统计，目前，邵商投资已
占邵阳市外来投资七成左右， 成为
推动邵阳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

本报12月22日讯 （记者 李
伟锋 通讯员 汤笛声 戴云军）
湖南电网首个“城乡一体化” 试
点工程于12月22日在常德德山供
电公司建成， 素来基础薄弱的农
村电网实现了与城市电网“网架
同强、 管理同步、 服务同优” 的
目标， 乡村也享受到与城市同等
的优质供电服务。

记者在德山供电公司供电区
域内的石门桥镇栗山村看到， 锃
亮的输电线路在村里横空而过，
房前屋后进户线路整齐规划， 家
家户户都是改造升级的崭新电
表。 德山供电公司总经理周世龙
告诉记者， 为破解农村供电基础
薄、 运行设备差、 电压长期偏低
等问题， 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于
2012年12月在德山供电公司启动
全省首个“城乡一体化” 电网建
设试点， 着力提升农村电网供电

能力， 向城市电网看齐。 该公司
先后投入近4000万元， 对108个
农供电区进行了标准化改造。 为
破解外电输入“卡脖子” 难题，
还投资1.9亿元， 新增一个220千
伏变电站。

供电服务上， 推广“10分钟
缴费圈”， 实现村村有缴费点；
强化供电信息互享， 借助短信、
微信二维码等技术， 及时向用户
通报供电信息； 用电故障抢修，
实现随叫随到。

通过“城乡一体化” 建设，
德山供电公司城乡电网供电可靠
性不断增强， 供电可靠率由城乡
一体化建设实施前的99.97%， 上
升到 99.982% ； 电压合格率从
99.90%上升到99.98%。

据省电力公司介绍， “城乡
一体化” 供电将逐步在全省推
开。

本报12月22日讯 （记者 邓
晶 琎 通 讯 员 袁 钢 陈 香 君）
2014年1月16日起将进入铁路春
运， 旅客从12月23日起可购买春
运火车票了。 记者今日从广铁集
团获悉， 23日将首先开售通过网
络或电话订购的春运临客列车车
票； 28日起开售高铁等其余日常
固定列车车票。

铁路部门提醒， 如果通过网
络或电话订票不能买到票， 则其
他方式也不能买到票， 旅客需改
变出行日期或出行方式。

28日起开售高铁春运票
广铁介绍， 春运期间最高峰

日将开行临客列车123对，同比去
年高峰日增加10对。 其
中， 往湖南方向增开临
时旅客列车39对。

12月23日起，可通过
网络、电话订购春运期间

的临客列车车票， 预售期为25天
（含当天）。 即，12月23日起可购最
远至2014年1月16日车票；

12月25日起， 可在代售点和
集中售取票点， 订购春运临客列
车车票，预售期为23天；

12月28日起， 将开售高铁等
其余日常固定开行的列车票。 其
中， 互联网和电话订票预售期为
20天（含当天），各代售点以及春
运临时设立的集中售取票点， 预
售期为18天 （含当天）。

铁路部门介绍， 春运期间的
发票顺序为网络和电话订票优
先， 其次是各代售点和临时设立
的集中售取票点， 最后是车站窗
口和自动售票机。 (下转9版)

本报12月22日讯（记者 徐亚平 通
讯员 叶和阳）前天上午，平江县在城区
举行招商引资推介会暨招商项目集中
签约仪式， 共有31家客商集中签约，签
约总金额达160多亿元。 主要涉及发电
项目、基础设施建设、电子产品生产、生
态休闲农庄建设、农产品加工、服装加
工、城市建设融资等。众多客商表示，平
江县区位优势明显，交通便利、政策好、
环境也好，是一处投资宝地。

引回老乡 建设家乡
邵阳外来投资七成来自邵商

发展产业 繁荣商贸
茶陵致力建设“湘赣边界中心县”

本报12月22日讯（记者 徐荣）
22日上午，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新
馆生平展厅又获新作，知名旅英华裔
印象派画家梁占美将他于2011年国
庆节期间创作的印象派人物画作《日
月同辉———毛主席》捐献给韶山。

1974年，梁占美进入英国格拉斯

哥艺术学院开始油画技法学习，他的
画以纯净、清丽、明快的现代风格为
英国画坛所称道。他是唯一获得英国
众多顶尖画廊认可的华人画家，其作
品畅销于伦敦、都柏林、巴黎以及中
国内地。

《日月同辉———毛主席》是梁占

美先生艺术生涯中第一幅人物肖像
作品，也是一幅以静夜为背景凸显毛
主席熠熠生辉领袖形象的作品。画中
正当盛年的毛主席立于长城之顶，光
环笼罩下面容生动，红润饱满，四周
宁谧的绿色中，侧身微微抬手，与星
空中的皓月遥相呼应。

本报12月22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李真林） 湘北至鄂南将再添
一条新通途。 石华（湖北石首至华容）
高速公路将于30日建成通车。 这也是
我省继京港澳、随岳、通平高速后，第
4条直通湖北的高速公路。

石华高速公路是湖北宜昌至岳阳
高速公路的一段， 也是我省第一条全
线通过洞庭湖区的高速公路。 石华高
速与岳（阳）常（德）高速相接，全长
13.44公里，总投资8.18亿元。 起于华容
县万庾镇与湖北省石首市高基庙镇相
接的湘鄂界，路线全部在华容县境内。

据石华高速公司经理郭一枝介
绍，目前，石华高速已进入标识标牌、
护栏、 隔离栅等附属工程的建设，可
确保30日建成通车。 届时，从华容开
车至石首仅需15分钟。

另据了解，由于岳常高速也将于
今年年底前建成通车，届时，从岳阳
至华容将实现全程高速直达。

首个“城乡一体化”
电网常德建成

供电可靠率、 电压合格率分别上升到
99.982%和99.98%

今起开售春运临客车票

平江招商会
集中签约160亿元

湘鄂新添
第4条通道

华容至石首高速30日通车

《日月同辉———毛主席》画赠韶山

12月22日， 一对母子在双牌阳明山观赏雾凇。 连日来天气晴好， 但海拔1600多米的阳明山气温依然很低， 崇山峻
岭上到处银装素裹， 分外妖娆。 本报记者 张新国 摄

本报12月22日讯（记者 周小
雷 通讯员 陈明） 记者今天从国
防科技大学获悉， 该校信息系统
与管理学院申报的指挥控制组织
设计与优化团队成功入选教育部
2013年度“创新团队发展计划”。
这是我军指挥控制科研团队首次
跻身“国家队”。

指挥控制是军队遂行设计战
争、 组织行动和作战管理的活动，
而信息化条件下指挥控制的组织
是现代信息化战争的灵魂。 1978
年，国防科大在钱学森同志亲自指
导下成立了我国最早的系统工程
专业。 30多年来，该校科研团队面
向我军信息化指挥转型的重大需

求， 致力于我军指挥控制与管理、
数理、信息的深度融合，形成了中
国特色的指挥控制组织理论。

近年来， 该团队紧贴军队建
设重大需求， 主持和承担了14项
国家和军队重大工程与型号项目
建设， 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
项， 参与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特
等奖1项。 团队带头人刘忠教授表
示， 今后将围绕指挥控制组织的
体系结构设计、行动规划计划、战
场信息管理、作战效能评估等4个
研究方向， 针对核心科学问题开
展前沿性理论方法研究， 立足我
军指挥控制系统建设需求开展关
键技术攻关。

国防科大指挥控制科研团队
跻身“国家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