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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4日讯 （通讯员 刘洪 廖文 记者 杨军）5月4
日，沅江市庆云山街道菜农阮春玉，在自家菜地用“自来水”
浇园，表情轻松而惬意。他告诉记者，过去这里100多户菜农
浇园用水全靠农用小水泵，从外河提水。今年通过实施“小
农水”项目，新建了节水灌溉工程，现在菜农们都用上了全
自动节水提水灌溉设备，省时省力多了。

据了解，2011年以来，沅江市以开展全省小型农田水利
重点县建设为契机，积极探索“政府主导、群众主体、社会参
与”的农田水利建设新机制，不断加大“小农水”建设力度，
将其作为改善农业基础设施、提升农业生产能力、增加农民
收入的重要惠农工程来实施。3年来，该市“小农水”建设共
投入资金3亿元， 完成衬砌渠道129万米， 新建渠系建筑物
3437处，改造渠系建筑物5519处。新建泵站541处1.1万多千
瓦，维修改造泵站272处4550千瓦。新增灌溉面积16万多亩，
改善灌溉面积20余万亩，新增节水面积7万多亩，年新增灌
溉效益2559.6万元、节水效益159.28万元，促进项目区农民
人均年增收213元。

沅江3年3亿投入“小农水”
项目区人均年增收21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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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多云 14℃～20℃
湘潭市 多云 13℃～21℃

张家界 多云 13℃～24℃
吉首市 多云 11℃～22℃
岳阳市 多云 14℃～20℃

常德市 多云 12℃～23℃
益阳市 多云 14℃～22℃

怀化市 多云 13℃～21℃
娄底市 多云 14℃～22℃

衡阳市 小雨转阴 16℃～20℃
郴州市 小雨 16℃～19℃

株洲市 多云 14℃～21℃
永州市 阴 15℃～19℃

长沙市
今天到明天，多云
北风 2～3 级 1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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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4日讯 （记者 向国生 廖
声田 通讯员 易善任 糜明炎 ）五一前
夕， 记者走进位于桑植县城郊的张家
界港越食品有限公司，只见加工的、检
验的、 装车的工人， 都在不停地忙碌
着。“这是今年我公司产品第5次向海
外出口。”该公司副总经理郭光明高兴
地说，今年1季度公司实现出口1692万
美元， 同比增长323%。 像港越食品有
限公司这样以出口为主的企业， 张家

界市还有10多家。
今年以来， 张家界市商务局把扩大

外贸进出口规模当作一号工程来抓，党
员干部深入张家界晶典饰品、硕鸿鞋业、
港越食品等外贸企业，开展“四走四问四
解”活动，发现解决存在的问题和实际困
难，并采取“落实出口退税和进口补贴政
策，改善进出口融资服务，扩大出口信用
保险， 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和积极开拓国
际市场”等5条措施。

同时， 张家界市商务局先后与广东
张家界商会、“珠三角” 投资商开展联谊
招商，对接洽谈项目8个，总投资额72亿
元。 鼓励已经在张家界落户的外来投资
商增资扩股。今年，张家界双键空调有限
公司到位外资2660万美元， 张家界碧桂
园置业有限公司到位外资1200万美元。
该市还依托对外劳务合作服务中心平
台，邀请山东远大、河南中懋、湖南红海、
汇洋、询真工贸等劳务派遣公司，举行了

2次共6场出国劳务招聘对接推介活动，
应聘者达800多人。 这些极大地促进了
该市对外劳务输出和对外经济合作，推
动了该市开放型经济发展。

据统计，截至目前，张家界市今年外
贸进出口总额已完成2800万美元，同比
增长304%； 实际利用外资3860万美元，
同比增长39.3%；外派劳务362人，对外劳
务合作营业额526.7万美元， 同比增长
142.9%。

本报5月4日讯 （记者 邹仪 唐善理
通讯员 杨丁香）4月底，记者在位于江华
工业园区的五矿稀土公司年产3000吨
稀土全分离项目现场看到，挖土机、吊车
来回穿梭，建筑工人、工程师正在紧张有
序地忙碌着，6栋标准厂房已拔地而起，
其主体工程已完工封顶。 公司负责人告
诉记者，项目将于今年上半年竣工投产。
这是该县大力发展以稀土为龙头的有色
金属产业的又一成果。

江华有色金属矿产资源丰富, 已探

明稀土储量10.4万吨， 远景储量20万吨
以上，在全国离子型稀土储量排位第三。
近年来， 江华大力发展以稀土为龙头的
有色金属产业， 出台了稀土有色金属产
业发展规划等政策文件。 该县积极打造
融资平台， 建成了永州市第一个省级金
融安全区，成立了4家投融资公司、1家担
保公司和1家小额贷款公司，缓解融资难
题； 着力强化智力支持， 充分依托五矿
（北京）稀土研究院及正海磁材的研发力
量，加强与中南大学、省稀土研究所、国

防科技大学等科研院所的合作， 拓宽交
流渠道，建立稀土有色金属人才基地。中
南大学从2013年起对口扶持江华， 为该
县有色金属产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
术保障。

目前，中国五矿集团和正海磁
性材料有限公司已先后落户江华。
该县还与香港锦艺集团、中国稀土
公司、中国泰山科技、梅花伞业集
团、山河智能、博云新材等企业达
成稀土系列深度开发、硫铁矿精深

加工、高岭土深加工、萤石矿加工、花
岗岩加工等一批优质项目的合作。预
计到明年， 全县稀土有色金属产业将
实现年产值115亿元， 年增税收6.9亿
元，新增就业岗位1.5万个。

本报5月4日讯 （记者 尹超 通讯员
易善任 蒋献辉）5月3日凌晨2时许， 张家
界市武陵源区军地路一小酒店突然起火。
武陵源区消防大队接到报警后及时出警，
成功将冒火的液化气罐抢出，化解了危险。

据了解，当消防官兵赶到时，大火已
将小酒店下面的两个门面卷闸门烧穿，
熊熊火焰让人胆寒。 酒店老板告诉消防
官兵：“店里面存有4个液化气罐，谁也不
敢上前救火，气罐随时会爆炸。”

由于正值“五一”小长假，酒店里住
满了游客， 万一发生爆炸， 后果不堪设

想。不容多想，武陵源区消防大队指挥员
迅速下令成立战斗小组， 一组拉起警戒
线疏散无关人员，一组主攻人员使用破拆
工具撬开卷闸门，随即铺开水带，用两支
水枪进行灭火。外围火势迅速被压制,在房
里明火一步步被清除后，消防战斗员佩戴
空气呼吸器进入厨房，在手电光下，他们
倒吸一口凉气：一溜4个气罐被烧得焦黑，
其中一个正冒着一尺来高的火苗。

武陵源区消防大队中队长助理潘勇
杰冒着液化气罐随时爆炸的危险， 一个
箭步上前，拎上着火的气罐，几个快步，

把这个危险的“家伙”从房间拽出来。“当
时都知道怕爆炸，我一时也没想那么多，
只想着赶快清除这个定时炸弹， 万一在
房间里爆炸，后果真不得了！”事后，潘勇

杰说起当时的情形，仍心有余悸。
所幸救援及时， 酒店除烧毁部分电

器等物品外，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失火原
因正在调查之中。

外贸进出口同比增3倍

有色金属产业前景广阔

险：气罐呼呼吐火苗
勇：消防拽出“燃烧弹”

武陵源一小酒店起火,所幸无人伤亡

张家界

江 华
5月2日，长沙海关大院的水池边，一条草鱼从水中跳起，

吃水边植物的绿叶。 黄勇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