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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收官、“十三五”开局，各地都
开始探讨如何起好步、开好局，宁乡县给出
了自己的答案。

2015年4月以来，宁乡县委、县政府提
出“加快三大建设，实现全面小康”的总体
要求，翻开了宁乡发展的崭新一页。“实力
园区、新型城镇、美丽乡村”建设全面展开，
一股强大的发展之势在宁乡“三大建设”的
宏阔舞台上凝聚和迸发。

“实力园区建设”破发展瓶颈
以国家级宁乡经开区、 省级宁乡高新

区为主体的“三区五园”工业发展平台，促
使宁乡形成了“既有一轮明月，又有满天繁
星”的工业发展格局。 脉搏强劲地跳动，为
经济列车的奔驰发力！

任何产业的发展都会有跌宕起伏的过
程，与其蜂拥而上，不如找准定位，发挥产
业的比较优势。

如此定位后， 在宁乡， 一个以食品饮
料、新材料、智能家电制造和先进装备制造
为主导产业，服饰、鞋业、珠宝等特色产业
为主体的产业结构逐步形成。

2015年6月， 宁乡县委推出10号文件，
明确县财政每年拿出1亿元作为工业发展
基金，从工业企业引进、建设、用工等10个

方面，精准帮扶工业企业破解难题、全面发
展。

此外，“双百” 服务活动则对现有开建
的工业项目建立项目溯源管理， 全力破解
各项目在用地、资金、环境等瓶颈。

格力电器综合生产基地、美丽中国·长
沙文化产业示范园、 炭河古城项目……一
大批优质项目快速建设， 呈现出一派火热
的发展势头。

2015年， 宁乡共实现规模工业总产值
2015亿元，保持全省第二。 工业经济对县域
GDP增长的贡献率增加到71.4%，力推宁乡
县在县域经济排名中，挺进全国第39位。

(下转8版)

湖南日报记者 白培生 李秉钧
通讯员 颜石敦 梁建华

巍巍罗霄，层峦叠嶂。 这座形成一道天
然屏障的山脉，挡不住山里人脱贫的步伐。

罗霄山下，分布着郴州桂东、汝城、安
仁、宜章等4县。自从2013年1月国家吹响罗
霄山片区扶贫攻坚号角后，到2015年底，郴
州4县已有25.6万贫困群众脱贫。

3年奋战， 罗霄山片区郴州4县扶贫攻
坚交出了一份喜人答卷。 郴州市委书记易
鹏飞说：“片区4县在国家战略推动下，实现
了大发展、大跨越，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夯
实了基础。 到2019年，4县将全部脱贫摘

帽。 ”

易地搬迁，搬出新天地
罗霄山片区郴州4县是革命老区，受历

史、地理等因素制约，发展滞后，其面貌长
期以来未得到根本改变。

得益于国家实施罗霄山片区区域发展
与扶贫攻坚规划，郴州桂东等4县跻身国家
扶贫开发主战场。 先后启动项目540个，争
取项目资金168.5亿元，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同时，对居住在“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
的贫困地区人口，实施易地搬迁工程。

桂东县蛟洲村、长青村是典型贫困村。
蛟洲村有197户住土坯房， 占全村60%；长

青村的土坯房也不少， 全村35岁以上的单
身汉有51人。

如何让村民从穷困的山窝窝里搬出
来？ 桂东按照“政府引导，群众自愿，因地制
宜”原则，动员偏远贫困户“挪窝”，由政府
统一规划，集中安置。

桂东县东洛乡下洞村易地扶贫搬迁点
上，20多栋新房错落有致，水泥巷道纵横交
错，新村很美。 扶贫搬迁户都说：新家不仅
交通方便，还有配套产业搞发展。

2015年，桂东围绕新一轮扶贫，计划5
年投入25亿余元， 实施易地扶贫搬迁6051
户20415人。

(下转3版①)

晨风

（一）起于热土，直抵人心，《不知该怎么称
呼你》堪称现象。

猴年新春，瑞雪消融，久违的阳光温暖潇
湘大地， 一炮走红的歌曲 《不知该怎么称呼
你》，像一股暖流冲击人们的心田，成为广播电
视热播的作品，媒体网友热议的话题。

这首歌曲讲述的是两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
湘西自治州花垣县十八洞村扶贫走访时，与苗族
大妈石爬专交流的故事，表现了总书记与人民的
深深情缘。 在湖南卫视小年夜春晚首唱之后，热
度持续升温，引起广泛关注。人民网、央视网、中国
网、新浪、搜狐、网易、凤凰等各大网站纷纷报道，
迄至2月13日，网上相关报道和视频总点击量6000
多万次，新湖南专题点击量60多万次。

一首歌曲，缘何能在春节期间“抢头条”？
因为它走心、暖心。 一位网友在留言中说，

歌词感人至深，让人心头一热，充盈满满的正
能量。 作为歌曲的“总导演”，省委常委、省委宣

传部部长张文雄坦陈感受，认为它唱出了老百
姓心灵深处的声音，触及了人们内心最柔软的
地方。

因为它立意高远、朴实亲切。 曾创作《春天
的故事》的著名作曲家、中国大众音乐协会主
席王佑贵称,歌词写得非常朴实 ,切入点也很独
特。

因为它有湘味、有温度、接地气。 歌曲带有
浓郁的苗族风味，深情、欢快，易于传唱。 湘西
老百姓已把它改编成土家、苗族等多个语种的
版本。

“听到这首歌，不禁眼前一亮，感到大为振
奋! ”决战在扶贫一线的省扶贫办主任王志群，

感触尤为深刻。 他说，歌曲为湖南打赢脱贫攻
坚战提供了不竭的精神动力，凝聚了全社会实
施脱贫攻坚工程的磅礴力量。

十八洞苗寨， 因总书记的走访而出名，这
些天又因这首歌更为人们所关注。 在这里，浓
浓的年味里飘荡着《不知该怎么称呼你》的歌
曲。 与总书记握过手、拉过家常的村民，也成了
寨子里的“名人”。 扶贫干部由衷感叹：“这首歌
会成为十八洞的‘寨歌’！ ”

《不知该怎么称呼你》是猴年春节湖南人
民奉献给全国人民的一道佳肴；《不知该怎么
称呼你》是一个现象，在这个醉人的春天里散
发出迷人的魅力，也给文艺创作带来很多思考

与启迪。
（二）源于十八洞苗寨的这首歌，是一曲激

昂的时代之声。
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苦难，已成为中国人

永志不忘的一种“民族记忆”。 吃饱穿暖，曾是
一代代人为之奋斗和追求的朴素愿望。 《不知
该怎么称呼你》虽然是从总书记和老百姓亲切
交流交心的场景切入，但涉及的是扶贫攻坚奔
小康的大主题，奏响的是“全面建成小康、实现
百年梦想”的时代强音。

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
时期都更接近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但谁也不会否认，十个指

头不一般齐，各地全面小康的实现程度差异很
大，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 习总书记
早就发愿，小康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 湖南是
全国脱贫攻坚重点省份，国家和省级贫困县多
达51个，贫困人口2015年还有590多万。 脱贫攻
坚的主战场是地处武陵山贫困片区的湘西地
区。 《不知该怎么称呼你》脱胎于全国推进精准
扶贫的策源地十八洞村，是时代的产物，历史
的必然。 这首歌的传唱，已经并将继续鼓舞全
省广大干部群众众志成城，打赢脱贫攻坚关键
战。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 一部优
秀的文艺作品，就是一个时代的“表情 ”，一定
会打上时代烙印。 只有紧贴时代、引领时代，文
艺才能站在时代的前沿。 无论是延安时期《生
产大合唱》《南泥湾》，或是改革开放之初《在希
望的田野上》《春天的故事》， 或是充满浓郁湘
味的 《浏阳河》《洞庭鱼米乡》《挑担茶叶上北
京》，这些传唱不衰的歌曲，都是反映时代主旋
律的经典之作。 (下转3版②)

湖南日报记者 熊远帆

2月13日，正月初六，当人们还在享受最后
的假期时光时，有一些人已经开始了新一年的
忙碌。

位于长沙经开区的铁建重工厂区内，一片
忙碌。 几百名一线工人们在正月初四起已经陆
续开工， 为3、4月将要交付的15台盾构机抢抓
生产， 两班倒的生产依旧无法满足市场的需
要。 仅2016年上半年，就有60多台盾构机要在
此交付，投入全国近20个城市的地铁和隧道建
设。为了扩大产能，一个100亩的新工厂正在准
备启动建设，一个加入工业机器人的新工厂将
在今年上半年投产。“2016年，我们预计会迎来
一个井喷式发展期。 ”铁建重工总规划师申智
方充满信心。 现在，全国盾构市场的半壁江山
已被铁建重工拿下， 而一系列新的特种装备、
地下装备即将实现产业化。

“环保产业没有淡旺季之分， 没有季节
性。 ”凯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刘华
介绍，春节期间，凯天环保的技术人员早早地
回到了施工现场，“像电厂脱硫脱硝这类项目

的交付时间特别严格， 只能早早开工”。 1至2
月，凯天环保工业产值实现了近40%的增长。

长沙经开区产销两旺的汽车产业，在2016
年的头两个月同样延续了这样的发展势头。 1
月起，上海大众长沙公司调整了原有的工作计
划，从一天一班10个小时，调整为11个小时，一
周6天工作，一天可生产汽车500辆，预计实现
工业产值29亿元。

“现在在4S店订购自由光，至少要等2个月”，
广汽菲克长沙工厂的停车场，一辆辆全新Jeep自
由光正在装上物流板车。“从早上8点半，一直要装
到晚上11点、12点。 从去年11月份中旬开始，没有
周末，每天基本都在发运。 ”公司供应链管理部整
车物流负责发运管理的赵棒介绍，自Jeep自由光
上市以来，停车场几乎没有“冷清”过，往往是一排
十几辆大板车在同时装车。 目前，Jeep车型订单
量已达2.2万辆，1至2月， 广汽菲克预计产值达25
亿元， 同比增长44.5%， 全天满负荷两班倒的生
产，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消费者早一些提到车。

初春，依旧乍暖还寒，长沙经开区早复工
迎开门红。 1至2月，长沙经开区预计工业产值
231.2亿元，同比增长14.8%。

湖南日报2月13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
员 魏臻臻） 今天是正月初六， 春节假期最后
一天， 省内温度下降明显， 返程的路上北风
呼呼， 省气象局今天启动了寒潮Ⅳ级应急响
应。 把收好的冬衣翻出来， 也收拾一下心情
吧， 猴年开始上班啦！

春节假期阳光值班了好几天， 接下来的
日子也要好好休假了。 昨天傍晚， 冷空气强
势入湘。 冷暖气流交汇， 湘中及湘东北普降
中到大雨。 同时， 多地还伴有雷暴、 雷雨大
风等强对流天气。 今天白天， 冷空气向南推
进。 昨天 （12日） 午后气温还高达29摄氏度

的醴陵， 今天同一时刻已经跌落到12摄氏度。
目前的降温和降雨， 是此轮冷空气影响篇章
的前半部分， 今晚到明天 （14日） 冷空气影
响的高潮部分———“降温和雨雪” 正式登场。

根据省气象台最新预报， 13日至14日省
内气温明显下降， 大部分地区可达寒潮标准，
并伴有大风、 雨 （雪） 等天气， 其中14日湘
中以北有雨夹雪或小雪， 山区有冰冻， 过程
降温幅度将达10至12摄氏度， 湘南局部可达
14至16摄氏度。 专家提醒， 相关部门要注意
防范大风、 低温及道路结冰对交通出行带来
的不利影响。

“三大建设”开新局
———宁乡县翻开发展的崭新一页

贫困老区换新颜
———罗霄山下郴州4县扶贫攻坚纪实

猴年第一轮大降温来袭，把收好的冬衣翻出来
收拾心情，上班啦！

长沙经开区企业产销两旺

早复工迎“开门红”

一曲好声音，唱响春天里

湖南日报2月13日讯 （记者 周小雷 通讯
员 彭希 陈宏星）记者今天从长沙边防检查站
了解到，春节7天长假期间，长沙航空口岸客流
量迎来了有史以来的同期最高峰。 长沙黄花国
际机场共进出港国际航班200余架次， 出入境
人员4万多人次， 较去年春节同比分别增长
52%和51%。

据长沙边检站负责人介绍，随着我省经济
快速发展， 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逐年增长，境

外游已成为我省部分居民春节消费的重要途
径。 春节7天，长沙口岸国际航线达24条，新增
往返日本、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尼、马尔
代夫、台湾等国家地区知名旅游城市的包机航
班达50余架次，口岸出入境客流量呈井喷式增
长。 2015年12月“长沙—洛杉矶”航班的开通，
进一步刺激了今年春节“出境游”热潮，春节长
假， 内地居民前往美国人数同比增长将近
200%。

湖南日报2月13日讯 （记者 刘勇 易禹琳
通讯员 裴泽生）天气晴好，交通便利，假期够
长，湖南春节旅游市场迎来大增长。

省旅游局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春节
假日期间， 预计全省共接待旅游者1830.85万
人次， 同比增长26.95%； 预计实现旅游收入
104.5亿元，同比增长27.35%。 丰富多彩的年俗
文化主题活动、 大受欢迎的冬季旅游项目、红
红火火的乡村民俗旅游和历久弥坚的传统精
品景区，成为春节假日期间游客的主要选择。

纳入全省重点监测的70个直报旅游区，
共接待旅游者446.07万人次， 接待人数排名
前五的旅游区 （点） 依次是： 南岳衡山、 凤
凰古城、 岳阳君山岛、 矮寨奇观和武陵源核

心景区。 全省除张家界、 长沙外， 旅游星级
饭店客房出租率均达到90%以上。

从春节假日旅游市场来看， 我省传统的
老牌景区魅力不减， 张家界、 长沙、 韶山、
南岳、 凤凰、 岳阳楼、 崀山等旅游区游客众
多， 每天的游客接待量都位于全省前列。 与
此同时， 湘西矮寨奇观、 长沙湘江古镇群、
张家界大峡谷、 岳阳平江石牛寨、 娄底新化
大熊山、 永州江华香草源等新兴旅游区， 游
人如织， 来势喜人。

各地旅游部门和各大旅游景区还围绕春
节，结合当地特色，创新策划一系列年俗文化
节庆活动， 推出了丰富多彩的年俗旅游产品，
使湖南春节旅游市场更加精彩纷呈。

1830多万人次游湖南

春节“出境游”井喷式增长
长沙航空口岸出入境人数同比增长逾5成

导
读

2月13日， 桂东县金田花卉苗木市场， 林农在购买造林用种苗。 近几天来， 天气晴暖，
春节前的降雪又给造林营造了良好的土壤墒情， 良好的造林条件催早了今年的种苗市场， 林
农们早早地就开始购苗造林。 邓仁湘 摄

春天到 种苗俏

高速公路总车流量增加18%

春节期间零售额同比增长11%

“爆买”折射出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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