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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申年三月初五

湖南日报记者 张颐佳 周云武

在外贸规律性“最冷”的第一季度，长沙
市开福区外贸同比增长约10%，实现进出口
总额2亿美元以上。

湘江北去，通江达海，坐拥“北去”福地、
黄金码头。开福区区委书记廖建华今年初提
出战略性构想：开福区的“十三五”将尽情释
放“特色优势”，充分利用区位优势、资源优
势、平台优势转化为开放优势，让开福区成
为服务全省开放型经济的引领新区。

开福区———连通海陆丝绸之路的金
色飘带。

树立一个理念
———走独特发展之路

沿湘江往北，可见霞凝港码头红色的起
吊机正繁忙作业，每周有通往欧美、日韩、澳
非的50多个国际集装箱在这里吞吐； 码头
两公里外的东面是长沙火车新北站，两列满
载湖南特色产品的国际货运列车，正呼啸着
奔向德国杜伊斯堡和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
货车飞驰，塔架旋转，我省首个智能公路港

雏形初现，与港口、铁路咫尺之隔。
作为长株潭城市群核心腹地的开福区，

是全省唯一拥有水、陆、空、铁、管五元一体
立体交通运输网络的区县，开福人依托自己
独特的资源禀赋和交通优势，树立开放兴区
理念，奋力打通国内国外的物流通道，真正
实现我省货物在开福区快进快出、 大进大
出，成为我省对接“一带一路”的排头兵，发
展外向型经济的“桥头堡”。

搭建一个平台
———各方聚力保税中心

2015年12月19日， 我省首个跨境保税
店在开福金霞开业， 当天就创下了日销售
3000万元人民币的惊人业绩，开业3个多月
以来， 已经累计吸引了65万余人次参观采
购。从2005年金霞保税物流中心开始申报，
到2009年通过国家四部委验收， 再到保税
仓建设、跨境电商试点、湖南进出口商品交
易展示中心打造， 依托政策和区位优势，如
今， 保税物流中心已与跨境电商监管中心、
保税展示交易中心、 港口铁路通道融为一
体，互联互通，成为我省口岸功能最全、进出

口业务量最大的海关监管平台。2015年，报
关单量达33697份，占到全省的35%。

在金霞保税物流中心仓储区， 记者看
到，药品、电子元件、智能玩具等货物，都分
门别类的躺在自己的“小单间”里，蓝思科
技、 三一重工、 中车集团等280多家企业、
3000多种商品通过“保税中心”享受“境内
关外”政策，实现了进口保税、出口退税、深
加工结转、国际物流配送的“一日游”。在这
里，货物实行24小时内通关政策，实现“一
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成为我省开
放型经济发展的重要公共产业平台。

如今，中部地区、乃至全国各地有进出
口业务的企业，也纷纷瞄准了这个码头。

扛起一种担当
———修建外贸“高速公路”

10年前，发展占地广、税收低、回报慢
的物流业常被人诟病为“不务正业”，如今，
依托大物流而衍生的钢贸、粮食、能源、医药
均已在开福区形成“百亿级”物流产业集群。

“十二五”期间，开福金霞完成外贸进出口总
额8.5亿美元，全区到位外资24亿美元，保税

主营业务实现25%的年增长率。
湖南，太需要一个这样的平台了。
去年，湖南进出口商品交易展示中心被

列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对接“一带一路”战略
行动方案（2015———2017年）》重大开放平
台项目，省商务厅正式授予“湖南省外贸总
部基地”和“湖南省跨境·产贸园”，成为全省
唯一的外贸综合服务平台。

市民通过跨境直购享受更实惠的商品，
企业通过“一日游”获得优惠的政策。“湘欧
快线”一年迈入全国5强，长沙新港以14万
标箱稳居内河港口首位，金霞保税中心实现
湖南人零距离“买卖全球”的梦想。

在开福区区委副书记、区长沈裕谋的心
中有这样一幅蓝图： 在开福区搭好两个平
台，一是由港口、铁路、公路等组成的物流互
通实物平台，一是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政
策支持” 组成的非实物平台。“两个平台的交
互融通，好比修建了一条湖南通往境外的‘经
济高速公路’，大平台、大通关、大配套，让开
福区融入‘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长江中游
城市群三大国家战略， 为中部再造一座工业
服务新城，全面加速湖南，实现物流全球！”

开福区，担起了这个责任！

一带一路金码头
———长沙市开福区倾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纪实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清明时节，南方的水田里，白鹭渐渐多
了起来。常可见到大片白鹭，跟着翻耕机，在
翻开的泥土里啄食。

湖南师范大学教授邓学建注意到，近十
年来，白鹭的数量明显增加了。有人认为这

是生态环境改善的结果， 邓教授却认为，这
同样也传达出生态失衡的信息。

鹭鸟林里盛大的集体婚礼
东洞庭采桑湖鹭鸟林，是鹭鸟固定的营

巢地。
这片林子以构树和刺槐为主，仲春时节枝

叶还不甚浓密，远远看去，白花花的一片，全是
在此栖息的鹭鸟，枝叶间黑色的则是鸟巢。

东洞庭湖保护区管理局采桑湖站站长
易飞跃称， 目前洞庭湖的夏候鸟正陆续前
来，3000多只鹭鸟已经光临鹭鸟林。再过十
天，所有的鹭鸟都将齐聚。

从望远镜里，可以清晰地窥探到鹭鸟们

的生活。 许多鸟巢里已有亲鸟在安静地孵
卵，有时雄鸟飞回，两只鸟交颈缠绵一阵。4
至6月是鹭鸟的繁殖期，美丽的“繁殖羽”，是
这一时期独有的美景。中白鹭背部长有蓑衣
状的繁殖羽，展开时熠熠生辉，小白鹭和夜
鹭颈背有细长的饰羽，优雅美丽，这些都是
鹭鸟们的“婚羽”。

此时的鹭鸟林，正在举行一场盛大漫长
的集体婚礼。再过一个月，这里将是一幅挈
妇将雏、其乐融融的“合家欢”图画了。

（下转2版）

湖南日报记者 戴勤 蒋剑平 通讯员 刘波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4月9日晚，卲水河
水位急剧上涨，这严重威胁到一座在建大型
水闸的安全。 武警邵阳支队官兵连夜出动，
经过3小时的连续奋战， 在水闸的围堰上筑
起了一道坚固的子堤， 保住了围堰和水闸，
洪峰安全过境。

这座水闸即邵阳市双清区云水铺水
闸枢纽工程，是一座以灌溉为主，结合发
电、 交通等综合利用的大型水利工程。该
水闸位于双清区云水乡， 建成于1958年，
去年11月，国家投资近3000万元对其进行

加固改造。
由于今年汛期来得早、时间长，对水闸

的围堰反复冲刷，已出现过漫堤、决口。加固
后的围堰由于受洪水长时间浸泡，土质变得
松软，抵挡洪峰的能力大大降低，但机械设
备已无法再入场进行加固作业。

水文部门预计，4月10日凌晨1时许，上
游最高洪峰将抵达。一旦围堰溃堤，就会冲
垮即将完工的在建的水闸，让国家的投资化
为乌有；仅300米外的沪昆高速公路桥会受
到影响， 影响国家级交通大动脉的畅通；此
外，一旦围堰决口，下游临近市区的3座水坝
以及沿岸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也会受到严

重威胁。
对此，4月9日晚，双清区紧急向武警邵

阳市支队求援。获悉该情况后，武警官兵闻
讯而动。当晚10时许，武警邵阳市支队支队
长王友明带领150余名官兵赶至大堤。

此时，距离洪峰到来只剩3个小时，邵水
河水流量也达到了每秒400立方米，围堰内
的水位与堤坝顶端只差不到1米， 且水位还
在不断地上升。按照专业人员的意见，务必
要赶在洪峰到来前，在长达130米的围堰上
增加4层沙石袋，才能确保围堰安全。

时间紧，任务重，支队长王友明在现场
快速对官兵进行动员， 并进行明确分工。随

后，他带头扛起沙袋奔至围堰大堤坝。在支
队长的带领下， 全体武警官兵冒着雨水，踏
着泥泞，扛起沙袋，与洪魔战斗，与时间赛
跑，一个接一个地穿梭在大堤上。参战官兵
以排为单位开展比拼。大家咬紧牙关，掀起
一阵又一阵扛沙袋筑坝热潮。 几个轮回下
来，就分不清浑身哪里是汗水，哪里是泥浆
了。 经过连续3小时奋战， 在洪峰到来前一
刻完成筑子堤固坝任务。

一位身材较矮的战士在扛完近20袋重
约三四十公斤的沙袋后， 体力明显不支。但
得知靠近导流涵附近急需沙袋时，他毅然再
次扛起下一包沙袋。在大坝上，因为实在扛
不动了，还摔了一跤，也没有顾及身上的泥
巴，而是抱起沙袋向前跑。

在全体官兵的努力下，4月10日1时许，
围堰全部加上了4层沙袋。随后，洪峰抵达云
水铺水闸。已披上“护甲”的大堤，经受住了
洪峰的考验。

湖南日报4月10日讯 （记者 余蓉 通讯
员 马国平）近几年，我国工业机器人产业发
展迅速。职业院校如何面对机遇，培养市场需
要的应用型专业人才？4月9日、10日，在湖南
机电职院召开的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
2016年学术年会上，600余与会代表就此进
行了热烈探讨。

据了解， 目前我省机器人产业园已有

40家企业入驻， 包括海内外工业机器人巨
头长泰、库卡、拓野、佛山精一等，预计今年
底可入驻企业100家，实现产值100亿元。但
从相关调研数据来看， 机器人项目的增长
速度与人才的持续需求存在很大的缺口，
尤其缺应用方面的人才。目前，我省已有10
多家职业院校开设了相关专业， 瞄准这块
人才市场。

湖南日报记者 王晴 通讯员 王琼

4月7日， 岳阳市君山区政法委司机江再
喜上班时，同事发现他左小腿红红的一大片，
走路仍显吃力。

4月1日5时左右， 江再喜照常起来准备晨
练，听到外面楼下邻居呼喊救火声，立即飞奔
到一楼。原来是一楼的一对老年夫妻捡的废旧
物品着火了，而着火物品离小区里的煤气管道
和停放的汽车不到5米。火势越来越大，熊熊燃
烧的大火有3米高，情况十分危险。江再喜拿起
水泼，之后拿起棍子之类的东西扑打，脚也不
停地踩。经过了十几分钟的激烈救火，他和随
后赶来的邻居们一起终于将大火扑灭。

直到火停了，在邻居的提醒下，江再喜才
发现自己穿在身上的裤子被点燃， 左小腿一
大块被烧伤。

江再喜今年48岁了，在邻居同事的眼里，
是个乐于助人的热心肠。去年3月，在相隔12
天的时间里， 他在冰冷的水中先后两次救起
落水老人，自己却冻得感冒住院。这次，他也
是毫不犹豫地冲向熊熊燃烧的大火。 用他自
己的话说，真男人，危急时决不能袖手旁观！

湖南机器人产业园入驻企业40家
预计今年底可入驻企业100家，实现产值100亿元

湖南日报4月10日讯 （记者 段云行 贺威
通讯员 易南辉）凝结湖南人民深厚感情的韶峰
电视在消失10年后，再次复活。今天上午，湖南
金品集团韶峰电视首次产品发布会暨招商订货
会在新化曹家镇隆重举行， 来自全国各地的
200多家销售商参加订货，订货额约4亿元。

韶峰电视初创于1970年，是我国最早的电
视机生产厂家之一，韶峰电视久负盛名，深受消
费者喜爱。 由于市场变化， 韶峰电视机厂于
2006年停产。 怀着对湖南历史品牌的深厚感
情，去年，湖南金品集团通过洽商接过了韶峰品
牌，在新化曹家镇建立了300多亩的产业园，经
过紧张筹建，今年初顺利投产，目前已具备年产
200万台生产能力，年产值可达40多亿元。并已
与省内通程集团及20多个国家的经销商建立
了联系，拥有自营进出口权。

韶峰电视
“王者归来”
年产值可达40多亿元

湖南日报4月10日讯（通讯员 曾欢欢 记者
左丹 ）近日，湖南大学发布2016年高校专项计
划招生简章，计划招收100人，录取优惠最高可
降至一本线录取。 参加高校专项计划招生的考
生要在4月25日前登录试点高校招生考试报名
系统 (http://gaokao.chsi.com.cn/gxzxbm/)完
成报名申请。

依据招生简章内容， 在高校专项计划实施
区域高中勤奋好学、成绩优良的农村学生，符合
2016年统一高考报名条件，本人及父亲或母亲
或法定监护人户籍地在实施区域的农村， 本人
具有当地连续3年以上户籍，本人具有户籍所在
县高中连续3年学籍并实际就读，符合《普通高
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和《湖南大学招
生体检工作实施细则》标准，均可报考。

今年该校共有金融学、 新闻传播学类、法
学、英语、行政管理、汉语言文学、土木类、机械
类等共计15个专业进行高校专项计划。 根据教
育部相关文件精神， 获得该校高校专项计划录
取候选资格的考生还须参加今年高考， 学校将
按照考生高考投档分数(含政策性加分)从高到
低择优录取， 高考成绩原则上不低于该省市本
科第一批次控制分数线。

湖南大学
专项招生

录取优惠最高可降至一本线

危急时刻
挺身而出

———江再喜救火记

月桂聊天·湖湘自然笔记

白鹭“办”婚礼 鱼塘当食堂

最高洪峰即将过境，一座在建大型水闸随时可能漫堤决口，武警官兵紧急出动———

3小时的激战

橘洲公益马拉松赛开跑
4月10日上午，选手们进行最后的冲刺。当

天，“为爱而来”2016橘洲公益马拉松赛在长沙
市橘子洲景区举行，本次比赛由省体育局、潇湘
晨报社主办，4500名选手参加了比赛。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湖南日报4月10日讯（记者 陈薇）昨天，由
潇湘电影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潇影第二影业有
限公司、 湖南天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策划
的电影《香港大营救》筹备组在长沙举行新闻发
布会。

据介绍，电影《香港大营救》将艺术再现上
世纪40年代初香港陷落后，中国共产党在时任
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直接指挥下， 成功营救茅
盾、夏衍等800位文化名人的历史事件，展现了
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深切关怀。

《香港大营救》将由刘一君、周琦联合执导，
周琦兼任制片人。该片拟于今年8月开机拍摄，在
香港回归20周年之际推出。

潇湘电影
筹拍新片

《香港大营救》聚焦党对
知识分子的关怀

4月10日16时许，汨罗江红花桥附近水域，一位七旬老人在江边散步时不慎落水，只有脸
部露出水面，十分危险。巡警大队接警后赶赴现场，在群众的协助下将老人营救上岸。随后，老
人被送到医院救治，没有生命危险。 湖南日报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李德君 周敏 摄影报道

七旬老人不慎落水
警民合力成功救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