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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曹娴 孙振华

城陵矶港接二连三收获
国家政策利好

10月初，城陵矶进口肉类指定口岸顺
利通过国家验收，即将投入运营。“这是继
上海、重庆后，长江内河港第三个、湖南首
个进口肉类查验港口平台。” 岳阳市口岸
办副主任宋振权乐呵呵地介绍。

从2011年开始， 由岳阳市口岸办牵
头，相继启动城陵矶综合保税区、进口肉
类指定口岸、汽车整车进口口岸、进口粮
食指定口岸申报。

机会青睐有准备的人。
而长江经济带战略实施，无疑加快了

利好消息到来的步伐———
2014年7月1日，国务院通过岳阳城陵

矶汽车整车进口口岸审批；
7月5日，国务院批复同意设立岳阳城

陵矶综合保税区；
8月14日， 城陵矶港成为适用启运港

退税政策试点的港口；
10月中旬，城陵矶港正式获批国家首

批进境粮食指定口岸。
“好政策各地都想得到，但这么多利

好一起涌来，我们也没料到。”宋振权掩饰
不住喜悦地说。

这些国家政策利好来之不易。如进口
肉类指定口岸是在国家质检总局对全国
原有口岸全面整顿大幅减少的背景下获
得的。

再如，在向海关总署申报综合保税区
时，城陵矶港前面已有近80位申请者在排
队。城陵矶港最终成为今年国务院批准的
首个综合保税区。

消费者受益 ， 企业受惠 ，
开放型经济添动力

坐拥一批开放型平台， 对湖南来说，
意味着什么？

“一是消费者将直接受益。”省商务厅

贸发处处长楼良金分析，目前中部地区每
年汽车进口在3万辆以上。 城陵矶港成为
汽车整车进口口岸后，可改写湖南进口汽
车从天津、上海、广州等口岸通关的历史，
从而降低运输成本。“走水路从城陵矶港
进口， 比以前从沿海进口再走陆路入湘，
每辆车仅运费就可节约两三千元。”

据粗略估算，我省进口肉类产品年消
费量在60万吨以上。湖南等中部地区的消
费者， 每年要消费大量的猪副、 牛肉、牛
副、鸡副等产品。有了进口肉类指定口岸，
消费者就能更方便、更实惠地享用来自国
外的进口肉类产品。

“二是可以减少物流成本，助力企业
发展。”楼良金分析，以前出口货物从城陵
矶港出发， 要到达上海洋山保税港区后，
才能由海关签发出口退税证明。企业往往
要在货物出发一两个月后才能拿到出口
退税。实施启运港退税政策后，企业出口
货物在城陵矶口岸即可直接办理出口退
税手续。企业能比原来提前至少一个月拿
到出口退税，从而加快资金周转。

我省工程机械制造企业所需汽车底
盘，大量从德国、瑞典等国采购。这些汽车
底盘若直接从城陵矶港进口，不仅能节省
从沿海口岸进口后陆路入湘的交通费，还
能减少货物在途磨损和安全隐患。

“三是可直接带动进出口业务增长，
加快外向型经济发展。”楼良金介绍，城陵
矶进口肉类指定口岸运营后，将成为我省
进口肉类重要的集散中心，据预测，可为
城陵矶港每年带来约5万个冷冻肉类产品
集装箱。 城陵矶汽车整车进口口岸运行
后，每年将为湖南增加进出口额近20亿美
元。

“综合保税区的政策优势仅次于自贸
区，”楼良金介绍，城陵矶综合保税区一旦
建成封闭运行，保税、退税、缓税等政策红
利以及口岸通关便利，将让进出口企业直
接受益，成为我省承接产业转移的重要平
台，助推岳阳乃至整个湖南开放型经济发
展。

实施大通关与针对性招商，
化平台优势为经济优势

有了好平台，是否就可坐收其成？
“这只是万里征途迈出了第一步。”宋

振权认为，“好平台还需利用好。”
为发挥平台效应，变平台优势为产业

优势，岳阳市作出了一系列规划：依托城
陵矶进口肉类指定口岸，建设中部地区洞
庭湖特色农产品展示及冷链产品进出口
基地；依托汽车整车进口口岸，建设中西
部地区汽车整车及零配件进口基地和交
易中心；依托综合保税区，建设国际物流
和加工产业园；依托粮食进口口岸，建设
中部地区进口粮油储存、中转、加工物流
基地……

然而，雄心勃勃的蓝图要真正变得淌
金流银，实非易事。

事实上，在长江经济带，这样“国字
号”的平台并不稀缺。

上海自贸区对企业巨大的诱惑力已
经显现。目前，重庆、湖北，正在积极申报
中国内陆自贸区。

“一旦湖北、重庆自贸区获批，其对周
边区域生产要素的吸附力可想而知，岳阳
几个开放平台的优势将大打折扣。” 宋振
权分析。

这并非杞人忧天。就是在本省，衡阳
综保区、湘潭综保区、郴州出口加工区、长
沙金霞物流保税中心等，无一不是城陵矶
几个口岸平台强劲的竞争对手。而城陵矶
口岸平台有的刚通过验收，有的还在建设
当中，效益发挥有待时日。

岳阳市发改委副主任周文健认为，为
充分发挥这些开放型平台的作用，必须加
快“大通关”步伐，进出口货物报关报检全
面推进“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
实行“属地申报、口岸放行”等通关模式，
简化通关程序，降低通关成本，提升通关
效率；加快“电子口岸”建设，将城陵矶口
岸纳入全省统一的电子口岸平台，与全国
口岸通关和航运物流信息平台联网，加大

产业要素的吸附力。
“围绕开放平台，招商引资已成为当

务之急。”岳阳市委副书记李志坚表示。
为此， 岳阳市有针对性开展招商，匆

忙的脚步已踏遍大江南北。
深入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唐、福建、

台湾、长沙、武汉等重点地区，围绕先进装
备制造、港口保税物流、北斗导航等产业，
开展产业链、集群化招商；围绕综保区和
几个进口口岸的建设， 开展物流贸易、港
口管理运营招商。

城陵矶港的确具有挡不住的魅力，考
察投资者络绎不绝。

来自上海、深圳、广州、长沙的17家进
口肉类贸易企业，已签订框架协议，敲定
合作意向；

上海外高桥物流园区15家重点物流
企业，拟在保税、仓储等物流方面进行大
额投资；

东莞巨能电子、天赫电子等外向型加
工企业，已入驻城陵矶临港产业新区；

与中联重科和大众汽车分别就汽车
底盘进口和汽车零部件项目达成合作意
向；

临港汽车城建设快马加鞭。38家4S店
已签约入驻； 汽车整车进口口岸展销展示
中心，正在紧锣密鼓进行前期准备……

何为综合保税区
是指设立在内陆地区、 具有保税港

区功能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是我国除
了自由贸易区外，开放层次最高、优惠政
策最多、功能最齐全、手续最简化的特殊
开放区域。 可发展国际中转、配送、采购、
转口贸易和出口加工等业务。

截至2014年8月， 经国务院批准设
立的综合保税区有35家。 我省有衡阳综
合保税区、湘潭综合保税区。

（本报记者 曹娴 整理）

激发澎湃动力
逐鹿黄金水道

综合保税区、进口肉类指定口岸、汽车整车进口口岸、进口粮食指定口岸、启运港退
税政策试点……去年以来，岳阳城陵矶港惊喜连连，不断收获着国家层面政策利好———

好平台，更需利用好
———湖南积极对接融入长江经济带观察之五

■相关链接

长沙市芙蓉北路与青竹湖路交叉
的十字路口，有一半的路面用围挡封了
起来，既不见施工也不见拆除———

主干道围成了
“肠梗阻”

本报记者 奉永成

“长沙市芙蓉北路与青竹湖路交叉的十字路口，有
一半的路面用围挡封了起来， 既不见施工也不见拆
除。”10月23日， 家住长沙市开福区的唐女士打通本报
96258热线反映，芙蓉北路因为此处有一半路面被围挡
封闭，这条主干道现在变成了“肠梗阻”。

23日上午， 记者在芙蓉北路与青竹湖路交叉的十
字路口看到， 芙蓉北路有近一半的路面被围挡围了起
来，整个道路在此处突然变窄。上午10时，并不是车流
的高峰期，但过往车辆行驶到此处，要耐心地等上一会
才能通行。透过围挡的缝隙，记者能模糊地看到里面有
施工的痕迹，但听不到施工的声音，也看不到施工人员
的身影。

“围了至少三个月了，经常发生交通事故。”采访
时，家住长沙市开福区湘江壹号的周欣告诉记者，自从
路面被围， 这里就天天堵车， 再加上围挡影响司机视
线，交通事故也经常发生，她就亲眼见到过两起。“一起
是一辆渣土车将一辆摩托车挂倒在地， 一起是一辆公
交车与一辆面包车相撞。”周欣说，大家都盼望这片围
挡能尽快拆除。

随后， 记者将这一情况反映到长沙市开福区市政
管理局。

“芙蓉北路被列入长沙市综合整治道路基础设施
项目，已完成捞刀河桥至兴联路路段的提质改造，今年
下半年开始对兴联路到青竹湖路之间的路段进行提质
改造。” 开福区市政管理局副局长戴晓金告诉记者，市
民反映被围的路面，正是位于提质改造的路段，被围起
来的原因是正在施工。

对于唐女士所说的“不见施工”的情况，戴晓金给予
了否定。“我前几天还去了现场，看到正在施工。”戴晓金
告诉记者，道路提质改造不是给路面打个补丁那么简单，
需要保证施工质量，因此施工时间就会有所延长。

“这一路段的提质改造工程，预计明年上半年可以
完工。”戴晓金说，在道路施工时肯定会给市民出行带
来不便，希望市民理解，并请市民在经过这一路段时谨
慎慢行。

本报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黄菲菲

秋天，正是收获季节。新米开始陆
续上市。

10月24日， 记者走访长沙沃尔玛、
家乐福、新一佳等多家大型超市，发现
市场上大米种类繁多,五花八门，价格相
差悬殊。

如何选购物美价廉的大米？不少市
民感到有点烦。

以5000克的某品牌大米为例，一袋
“丝苗米”价格是42元，“贡米”价格为52.8
元，“香米”售价却高达93.8元。此外，记者
在新一佳超市一家分店看到， 一些营养
大米的价格不菲，一款5公斤装的富硒米
价格高达168元， 是这家超市最贵的大
米。

“富硒米是营养大米，营养成分比
普通大米多，肯定要贵一些的。”超市售
货员告诉记者，由于品牌、品种以及营
养价值等因素的影响，大米的价格会有
明显的差别。“顾客比较喜欢每斤两三
块钱左右的大米，价格中等，煮出来的
米饭口感好。”超市售货员透露，由于价
格太高，富硒米至今无人问津。

营养专家认为， 大米并非越贵越
好， 大米的营养价值并无明显差别。省
农科院水稻研究所一位陈姓研究员介
绍， 大米等级和价格往往是相互关联
的。目前市售大米依据企业标准、地方
标准和国家标准确定大米等级。一般来
说， 各类大米主要按加工精度划分等
级，加工精度是指糙米加工成白米时的
去皮程度。好大米的特点，通常就是碎
米少、杂质少、腹白小和色泽亮。

市民如何购买到新鲜的、质量好的
大米呢？专家介绍了以下几个方法：

一看颜色。正常的新大米颗粒大小
规则，外观色泽玉白、晶莹剔透，而陈米
或劣质米碎米、杂质较多，颜色偏黄、米
粒浑浊、通透性差。

二闻气味。 优质的大米有股清香，
而劣质米一般都有淡淡的油腥味或霉
味。

三凭手感。 抓一把大米再松开，放
开后观察手里是否粘有白色的米糠粉
和杂质，陈米会有较明显的糠粉，劣质
米还会有杂质。

四凭口感。取几粒大米放入口中细
细咀嚼， 优质的大米有淡淡的甜味，无
霉味和酸味。

“科技相亲”
成功34对

协议总金额超1亿元
本报10月24日讯 （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王翔）成

果找买家，难题求破解。今天上午举行的长沙科交会专
场活动———技术难题招标与科技成果竞价转让会上，
几十张小圆桌前坐满了前来“科技相亲”的人。经过洽
谈，最终有34对相约牵手，协议总金额10114万元。

此次“科技红娘”就是长沙生产力促进中心。继去
年首次尝试举办集体“科技相亲”获成功后，该中心今
年从前期调研的7000多家企业需求中， 发布技术难题
198项，并从2000多项科技成果中选择了180项作为服
务重点。在派对开幕前一个月，已有数百家企业、大学、
科研院所代表从网上得知信息后捷足先登，提前开谈。

据悉，专场促成“相亲”成功的项目主要分布在机
械、电子信息、新材料等长沙优势产业领域。其中，难题
招标项目25个，达成技术委托开发合同金额6266万元；
成果转让9项，签约金额3848万元。凡在该专场成功签
约对接的项目，正式实施后，可按实际情况申请长沙市
科技发展资金的支持。同时，长沙生产力促进中心将提
供后续的技术转移服务。

施救得当
溺水男童起死回生

本报10月24日讯（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姚家琦）1
岁5个月大的溺水男孩轩轩（化名），在家人的紧急施救
下，与死神擦肩而过。今天，在省儿童医院危重病医学
一科，在简易呼吸机的辅助呼吸下，轩轩生命体征渐渐
恢复平稳。医生说，轩轩能保住生命，得益于家人在现
场的及时施救。

轩轩来自长沙县，平日里由爷爷奶奶带着。10月23
日上午，爷爷彭先生发现轩轩不见了。等他跑出来找孙
儿时，发现门口的池塘里，轩轩已脸朝下浮在水面上。
爷爷急忙喊人帮忙，把轩轩从水里捞了出来。

捞上来的轩轩面色发青，手脚冰凉，喊他的名字也
不回答，没有反应。着急的爷爷二话不说，马上开始实
施抢救。 他弓起右脚， 让轩轩的身体趴上自己的膝盖
上，并顶住孩子的胸口，一边用手掌挤压背部，一边用
手指往嘴里抠。

不到1分钟， 污水从轩轩的口鼻腔里流出来了，轩
轩开始了咳嗽。这时，家里其他人和邻居们纷纷赶到。
懂医的堂哥立即对轩轩进行徒手心肺复苏。 轩轩的面
色和指甲慢慢红润，眼睛也睁开了，手脚开始乱动。

急急赶来的爸爸立即开车， 把轩轩送往湖南省儿
童医院。

该院危重病医学一科主任张新萍博士说， 大脑缺
氧4至6分钟就会出现不可逆的脑细胞死亡。 轩轩能保
住生命，得益于爷爷在现场的及时施救。张新萍介绍，
溺水抢救的关键是尽快纠正缺氧，打通呼吸道。方法有
两种：第一种是口对鼻吹气法，第二种是挤压胸背法。
轩轩的爷爷正是使用了第二种方法。

“没想到派上了大用场。”回忆起当时的情形，彭先
生情绪激动。 他说自己是个农民， 并没有学过急救方
法，只是从电视上看过类似的报道。家中有个小孙子，
所以特别留心记了一些知识。

96258 记者在你身边

大米并非越贵越好

爷爷看电视学会了急救术

各类大米产品营养价值
并无明显差别

本报记者 田甜 李勇

10月24日上午，湖南农大白血病女大
学生王李思娜在宁乡的家里，来了两位客
人，他们受一位肺癌患者的委托，特意来
看望娜娜。

这两位客人是娜娜的学姐魏丽瑶和
她的爸爸，而这位肺癌患者则是魏丽瑶的
妈妈。

魏丽瑶现在在湘雅医学院读研究生，
她也是娜娜高中和大学的学姐，但以前并
不认识娜娜。23日， 魏丽瑶在微信上看到
了娜娜的报道后，才知道有这么一个坚强
乐观的学妹。

“我看到你做了30多次化疗后，还这

么乐呵呵的，我特别感动，于是我把你的
故事告诉了我妈妈。”魏丽瑶告诉娜娜，她
的妈妈毛银香患了肺癌，在湘雅医院进行
过4次化疗。每次化疗，妈妈都要承受巨大
的痛苦。目前，由于身体原因，妈妈已不能
继续化疗，正在寻求别的治疗方法。

听到娜娜的故事， 毛银香感同身受，
很心疼这个可爱的小姑娘，特意委托魏丽
瑶和爸爸一起来看望娜娜， 给她打气，并
送来爱心款。

“谢谢毛阿姨，谢谢学姐。毛阿姨自己
得了病，还来帮助我，这份心意好难得！”
双手捧着善款，娜娜眼睛湿润了。

“你做了30多次化疗，那得承受多么
大的痛苦呀。”魏丽瑶心疼地说。

“做完化疗是挺难受的，不过为了好
好活下去，我得忍住呀。”娜娜开朗一笑。

其实每做一次化疗，娜娜就像从鬼门
关走一遭。 化疗让她的身体变得非常虚
弱。医生曾建议她，化疗后的骨髓抑制期，
要在医院进行输血、抗炎治疗。可是这笔
动辄数万元的费用，娜娜舍不得，也付不
起。每次她只能上药店买上几盒几十元一
盒的补血药，回家硬撑着，然后向天上的
妈妈祈祷，保佑她平安度过。今年7月，娜
娜就曾在化疗后出现体内大出血，差点没
能再醒来。

临走前，魏丽瑶给了娜娜一个大大的
拥抱。她对娜娜说：“娜娜，加油，你一定会
好起来的。”

本报10月24日讯（记者 田甜）湖南农大
白血病女大学生王李思娜的故事经湖南日
报率先报道后，湖南日报报业集团充分发挥
媒体联动优势，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一起发
力，为爱心传递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

湖南日报已经连续3天强势推出报
道。22日、23日两天，在一版推出了娜娜需

要救助的消息和爱心人士救助的消息；24
日， 湖南日报推出关于娜娜的人物通讯，
并集中报道了社会各界救助的消息，形成
了强大的报道声势。 湖南日报官方微博、
微信、APP及时转载湖南日报报道， 并通
过各种渠道向各大新媒体平台推送。

三湘都市报派出精干记者， 采写了

《我多想回到这熟悉的校园》，以半个整版
的篇幅重磅推出。湖南在线、华声在线在
首页醒目位置刊登娜娜的相关报道，吸引
了广大网民的关注。华声在线还派出视频
记者，为娜娜拍摄了视频短片，还原了一
个乐观、坚强的娜娜，在网上引起广大网
友的关注和共鸣。

一位肺癌患者托女儿专程登门给王李思娜送来善款———

“这份心意好难得”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旗下各媒体联动———

娜娜被爱心包围

10月23
日， 湖南农
业大学 ，王
李思娜坐在
草地上享受
着秋日的阳
光， 这是她
休学后第 6
次 回 到 校
园。

本报记者
童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