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2月25日讯（记者 郭立亮）为
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缅怀
伟人功绩， 报道毛主席家乡韶山的
发展和变化,今天，由湖南省新闻摄
影学会和湖南省青年摄影家协会主
办， 湖南湘窖酒业有限公司协办的
“开口笑”韶山一日新闻摄影采访活
动在韶山市启动。

活动邀请了新华社、中新社等中
央级媒体和全省30多家媒体摄影记
者，在12月26日这天，到该市各种纪
念活动现场进行新闻摄影采访活动。
用手中的镜头记录韶山的经济发展
取得的成就， 向世人展示韶山精神，
并通过媒体传播， 转化为凝聚力量，
团结奋进，实干兴湘的实际行动。

◎责任编辑 李茁 版式编辑 李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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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多云转晴 1℃～10℃
湘潭市 多云转晴 1℃～12℃

张家界 阴 0℃～9℃
吉首市 阴转多云 0℃～10℃
岳阳市 晴 0℃～9℃

常德市 多云转晴 1℃～9℃
益阳市 晴转多云 1℃～10℃

怀化市 阴转多云 0℃～10℃
娄底市 多云 1℃～9℃

衡阳市 多云 1℃～11℃
郴州市 晴 0℃～13℃

株洲市 晴 1℃～10℃
永州市 阴转多云 1℃～11℃

长沙市
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到晴天
北风 3~4 级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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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曹辉

12月22日上午， 韶山市韶山乡
韶光村村民李四清， 一边晒着冬日
暖阳， 一边和记者聊起了他的幸福
生活。

“小时候的茅草屋已经记不清
了， 父亲留给我的泥瓦房还历历在
目。 成家后，我和妻子省吃俭用盖了
一栋两层楼房。 2011年，华润集团感
恩回报主席家乡， 全村房子旧貌换
新颜。 我家房子改造花了10多万元，
我自己只出了3万元。 在驻港部队服
役的儿子回来探亲， 居然找不到自
家的路了，哈哈哈……”

韶山的变化令人惊叹。 在不久
前举办的“美丽中国梦、 相约韶山
行”共建韶山项目签约仪式上,�中国
村级干部培训中心等9大项目在此
签约落户。

韶山为何能受到众多投资商的
青睐？ 该市市委书记向敏、市长段伟
长向记者透露：“实行文化立市、产
业强市、生态靓市的三大举措，是聚
拢财气与人气的根本秘诀所在。 ”

《日出韶山》广受好评
“剧情的巧妙编排和演员的细

腻演出都相当精彩，可看度很高。 ”
12月24日下午， 一位湖北的游客看
完《日出韶山》后感慨地说。

该剧以毛泽东一生经历为主
线，共四幕加一个尾声。 其中，红军
长征、 飞夺泸定桥、 百万雄师过大
江、 抗美援朝等历史事件被搬上了
舞台。 现代声光电科技营造出的舞
台效果让在座的观众拍手叫好。

继《日出韶山》2011年正式公演
后，2012年，韶山润泽东方文化产业
基地暨大型实景演出《中国出了个

毛泽东》正式开工……
凭借着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

2010年，韶山的决策者们提出了“文
化立市”的思路，唱响了城市经济的
主旋律。

韶山坚持项目带动，加快全省文
化旅游特色县域经济重点县建设步
伐。他们大力发展参与式、体验式、互
动性的新兴文化旅游产业业态，推动
红色文化、生态文化与旅游的互动融
合。着力打造瞻仰参观体验红色旅游
品牌和生态休闲观光旅游产业带。完
善休闲、度假、培训、娱乐等功能设
施，打造文化创意产业园，全面提升
文化旅游产业的综合效益和核心竞
争力。

文化产业建设不断加快，“文化
惠民”取得长足进展。 建设高标准的
图书馆、文艺馆、青少年文化活动中
心等公共文化设施，毛泽东青年塑像
公园、毛泽东广场等多个大型文化活
动场所， 完善各类健身休闲小游园
10多个； 实现了7个乡镇文化站、61

个村农家书屋和文化共享工程的全
覆盖，打造了“10分钟文化圈”。

高新园区“春色满园”
韶山紧抓重大历史机遇，承接沿

海产业转移， 大力实施招商引资，已
见成效。

虽已进入寒冬，可韶山高新科技
园里却“春色满园”。鳞次栉比的厂房
里传出机器加工的“悦动音符”，运送
货物的车辆在成环成网的道路上来
往穿梭。 记者看到，10多名工人正在
给每个厂房的屋顶安装太阳能电池
板。 据了解，安装这些太阳能电池板
将给园区企业年均节约焦煤2600
吨，减排二氧化碳7500吨。 园区坚决

“不以牺牲环境换取GDP”， 主营先
进装备制造、新能源、文化创意等产
业， 逐渐成为韶山新型工业的主载
体，科技创新的核心平台，带动区域
转型发展的“引擎”。

昔日的山村已经高速成长为新
兴产业之城，2012年韶山荣获“湖南

省县域经济发展先进县（市区）”荣誉
称号， 综合经济实力迈进湖南省20
强，“三量齐升”考核列全省第8位。预
计今年韶山市将完成GDP57亿元，同
比增长15%； 完成工业总产值125亿
元，同比增长25%。

希望小镇崭新跨越
走进韶山华润希望小镇，记者看

到，民居外立面统一为淡雅的“江南
灰”，水、电、气等各种管线铺进了厨
房；过去坑坑洼洼的泥巴路被新建的
水泥“环村公路”代替，100多盏太阳
能与风能结合的路灯点亮乡村的夜
晚，综合服务楼、九年一贯制学校、卫
生院等一系列高标准建筑占据了小
镇的黄金位置。

为践行“生态靓市” 的发展思
路， 韶山市按照“东城西景” 的规
划布局， 加大了城市扩容提质力度，
城市建设在十年间实现跨越式发展。
城区面积由2.8平方公里扩展到5.3
平方公里， 城区人口增长到3.2万，
城镇化率达51.2%， 逐步朝着红色
经典旅游城市靠拢。 他们积极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 湖南省园林城市，
深入开展城乡环境卫生综合整治、
旅游环境整治、 社会管理创新、 市
民文明素质提升“四大行动”， 坚持
走绿色发展、 循环发展之路。 目前，
城市人均公共绿地为10.3平方米，
全市森林覆盖率达48.9%。

同时，韶山始终坚持“人民至上”
理念，谋民生之利，办惠民之事，解民
生之忧，把占财政总支出67%的资金
投入民生事业，群众幸福指数进一步
提升。连年获评省安全生产工作先进
市和省“无毒害县市区”称号。公众安
全感及干部队伍建设满意度测评连

续4年进入全省前5。

魅力韶山 美丽蝶变

本报12月25日讯 （记者 周勇军
通讯员 程龙）12月24日，我省最大的
沼气生产基地———湖南永昌畜牧生
态养殖有限公司祝丰原种场污水处
理工程顺利通过验收，并投入使用。

此工程位于西洞庭管理区，共
投资1771万元，建成了四个大沼气
池和污水处理系统。 该养殖场现饲
养良种母猪1800头， 年出栏仔猪5
万头， 每天产生大粪5吨， 污水

240～300吨。 经过沼气池处理，平
均每天可供沼气360-400立方米，
发电200千瓦时。 此工程的投入使
用，不仅实现了达标排放，而且其沼
气渣还可供该区有机肥厂生产复合
肥，供农民作有机肥料。西洞庭管理
区是中南地区最大的良种生猪繁育
基地， 现有的四家上千头规模种猪
繁殖场和一家生猪育肥场， 都将陆
续兴建沼气池。

西洞庭建成全省最大沼气基地

本报12月25日讯 （记者 周怀立
通讯员 段爱兰 郭灿） 今天， 阿里
巴巴株洲产业带在株洲市芦淞区正
式上线。 这是阿里巴巴在我省上线
的第一个网上产业集群平台。

阿里巴巴株洲产业带是阿里巴

巴“中国产业带” 的一部分， 它聚
集了株洲服饰、 陶瓷等特色产业。
通过阿里巴巴电子商务平台， 这些
特色产业将以抱团方式， 营造株洲
电子商务大环境， 提升本地产业竞
争力。

阿里巴巴株洲产业带上线

本报12月25日讯 （记者 徐荣 ）
天天乘坐106路公交车的李先生今
天欣喜发现： 原来灰头土脸的旧公
交换上了节能环保的新车。

此次集中上线运营的280台新
型环保公交车， 主要投放到客流量
大的公交线路上。 与传统的客车相
比， 新车碳排放总量降低30%以上。

湘潭280台新型环保公交车上路

韶山毛泽东故居。 （资料照片） 本报记者 张京明 摄

“开口笑”韶山一日新闻
摄影采访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