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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乐水旺 房辉胜

8月25日晨曦刚露，宁远县太平
镇留佳位村村头， 拖西瓜的车辆排
成了长龙。 时下，多数地方西瓜采收
进入“尾声”，而该村的西瓜正大量
上市。

该镇政协联工委主任王方亮介
绍：“依托西瓜产业， 留佳位村95%
以上的村民建起了新房。 ”西瓜怎样
让村民实现增收？ 记者进行了调查。

改进种植，西瓜质优价高
留佳位村种植西瓜已经30多

年。“每年种西瓜时，大家满心希望。

到了销售时，却忐忑不安 。 ”村民雷
小平回忆，“好几年西瓜价格低，大
家干脆让西瓜烂在地里。 ”

见此情景， 该村村支书张建成
等自费外出参观学习， 发现了问题
所在：种植技术落后，西瓜品质差。
时下，种植嫁接西瓜苗已经推广，而
村里还是各自留种，点播西瓜子。 西
瓜行情好还能赚个工钱， 行情不好
只能贱卖。

“一定要种出好吃好看的西
瓜。 ”张建成等人下定决心。 他们引
进“麒麟瓜”、“西农8号”等优质西瓜
种，尝试在南瓜苗上嫁接西瓜。“只
种了一年， 成活率低、 西瓜空心率
高。 ”雷小平告诉记者。

于是，张建成把瓠瓜、南瓜、冬瓜
等用作嫁接砧木，种了3亩多试验田，

天天下田观察、比较。 一年后，他发现
瓠瓜苗嫁接西瓜苗，西瓜个大、甜脆。
总结出每亩田深施50担农家肥，西瓜
下垫草，避免西瓜长成奇形怪状等经
验。 经过几年实践，他们还实行错峰
种植， 实现早熟西瓜提前半个月左
右、晚熟西瓜推迟20天左右上市。 每
亩西瓜纯收入至少在5000元以上。

合作社管理，聚力打品牌
如今， 留佳位村的西瓜远近闻

名，该村的嫁接苗也成了“抢手货”。
今年，1株嫁接苗卖到1.2元。 村民张
建洪、 雷土生等卖嫁接西瓜苗3万
株，仅此一项进账3.6万多元。

“前几年，村里也曾出现过种植技
术落实不到位，以次充好的情况。村民
们一致认为， 成立专业合作社加强管

理。大家都说，可不能把咱们村的西瓜
品牌砸了。 ”村民张善金告诉记者。

“通过合作社落实‘统一种植技
术、统一肥水管理、统一销售’等措
施，我们村的西瓜品质稳定，品牌更
响。 广东、广西等地客商每年都提前
订货，上门收购。 ”村民张建军对记
者说。

近年， 该村合作社还大力支持
贫困户种植西瓜、 优先安排贫困户
就业，推动全村脱贫致富。 贫困户张
尚志等在合作社务工， 月工资1800
元。贫困户欧阳海月种植西瓜10亩，
加上销售嫁接西瓜苗的收入， 年收
入近10万元。村民雷建彪以前一家4
口挤在20平方米的土砖房里， 现在
每年嫁接西瓜苗和西瓜的销售收入
8万多元，去年建起了新房。

� � � �湖南日报8月25日讯（金慧 金岚）
今天，长沙市政府在参加“9+2泛珠大
会暨第二十四届广州博览会”期间，举
办长沙代表团新闻媒体见面会，长沙、
广州共100余家单位的嘉宾参会。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是指包括广东、
广西、海南、云南、贵州、四川、湖南、江
西、福建等内地9省(区)及香港、澳门两
个特别行政区(简称“9+2”)在内的中国
南部经济合作圈。

“长沙有良好的经济优势、产业优
势和文化创意优势， 广州的会展业不
仅要走进长沙， 更应该与长沙一起合
作办展。 ” 广东会展组展企业协会会

长刘松萍说，广州会展企业起步早、基
础好，办会办展经验丰富，与长沙会展
业有优势互补， 期待与长沙合作共赢
办展会。

此外， 在第二十四届广州博览会
中，长沙专设180平方米展览馆，馆内
分长沙经济发展成就、 长沙科技发展
成就、长沙工业发展成就、长沙文化旅
游发展成就、 长沙会展发展成就等六
大板块， 展示长沙近年来经济和社会
发展成就。 同时，带来了城乡融合发展
试点、环境治理、园区建设等371个招
商合作项目，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推
进泛珠三角区域交流和合作。

� � � �湖南日报8月25日讯（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刘玮 雷雨） 记者今天从省人社
厅获悉，我省于近期对用人单位遵守劳
动用工和社会保险法律法规情况进行
了专项检查。此次行动，检查各类用人单
位11024户， 涉及劳动者70.16万人，责
令用工单位为9.81万名员工补签劳动合
同，催缴各项社会保险费3676.7万元，督
促906个用人单位进行社会保险登记，
责令支付员工工资1224.48万元。

我省共派出1452名专、 兼职监察
员，在全省范围内开展用人单位遵守劳
动用工和社会保险法律法规情况专项
检查。总体上，我省用人单位劳动合同签

订率较高，社会保险参保率不断提高，接
受检查的绝大多数单位能及时足额支付
工资。 未发现工资支付数额低于最低工
资标准的现象， 只有个别小企业存在不
及时支付工资的现象。

但检查也发现， 我省不少中小企
业只为员工缴纳工伤保险， 特别是建
筑行业从业人员基本上是农民工，没
有参加社会保险；同时，工程建设领域
的挂靠、 转包和违法分包导致拖欠工
程款造成拖欠工资问题突出； 有些劳
务派遣企业未为劳动者及时足额缴纳
社会保险费，缴费基数普遍较低，这将
影响退休后的待遇计发。

� � � �湖南日报8月25日讯（记者 徐荣 通
讯员 黄达）近日，当出国留学的贺女士
从湘潭市地税局拿到《中国税收居民身
份证明》时，脸上笑开了花。这是“金税三
期”系统上线以来，全省地税系统开出的
首张个人《中国税收居民身份证明》。

据了解，《中国税收居民身份证明》
的使用与开具包括企业和个人两种主
体。 我国企业和个人在他国实施应税行
为时，可持《证明》享受两国签订的税收
协定相关待遇，避免双重征税。 贺女士
在国外留学期间， 分别从
意大利和法国取得了应税
收入，需要缴纳相应税款。
在她取得《中国税收居民
身份证明》后，她即可持以
上证明分别向意大利和法
国申请享受我国与该国签
订的税收协定， 减免相应
税款。

以往开具《中国税收
居民身份证明》， 需要手

工开具、 手续复杂、 纳税人需要往返
多次盖章签字， 没有一个月根本办不
好。 “金税三期” 系统上线后， 纳税
人只需到办税服务厅窗口， 一次性提
交资料即可。 主管税务机关审核、 报
市局签发等其他流程均在地税“金税
三期” 系统内部流转， 使纳税人不再
“多头跑、 多次找”。 整个业务办理时
间可缩短至5个工作日内完成。 同时，
湘潭市地税局还开通了“绿色通道”，
实行“一窗通办”， 更加快捷方便。

长沙凭什么
（紧接1版）该集团董事、总经理李刚
表示， 集团主要布局在长江经济带
沿线。 对于在长沙投资，他认为：“长
沙作为长江中游城市群和长江经济
带的重要节点城市， 又是能够连接
两广的重要区域， 是中国中部最具
发展潜力的城市之一。 ”

伴随着长沙经济日益活跃，黄
花国际机场也成为全球百强机场，
年吞吐量达2000万人次， 编织起空
中快速通道。

此外， 连接长沙黄花机场和高
铁站、 全长18.5公里的长沙磁浮快
线开通， 在国内首次实现高铁与航
空交通运输的无缝对接， 开启空铁
联运一体化交通模式。

今后， 随着高速公路路网逐渐
完善成型，地铁轨道交通快速发展。
不久的将来， 长沙将率先建成国内
集高铁、航空、城际铁路、中低速磁
浮交通、地铁、高速公路等综合交通
于一体的现代化枢纽城市。

长沙速度：投资环境
充满“最大的诚意”
40亿元的投资，落地要多久？
这是中兴通讯长沙基地落户长

沙高新区的记录———
2015年4月，高新区与中兴通讯

对接；同年6月，长沙市政府与中兴
通讯签署合作协议；签约后仅12天，
项目奠基。

在中兴通讯董事长侯为贵看
来， 正是这种高效率的奇迹充满了

“最大的诚意”， 促使中兴通讯长沙
基地项目顺利落地。

这种“长沙速度”既来自于园区
“保姆式”服务，也来自于高效的政
务环境。

良好的投资环境从来都是资本
的定心丸。

近年来， 长沙全力推进行政审
批制度改革， 承接新下放省级管理
权限27项，向区县（市）再下放权限
39项， 彻底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事
项，编制并公布“三清单一目录”，在
园区推行负面清单制度， 开辟重大
项目审批绿色通道， 实现投资项目
网上审批。

简政放权全面提速， 审批办理
比法定时限缩减65%。 深化商事制
度改革，率先实施“三证合一、一照
一码”，工商登记提速3倍。 加强投融
资体制改革，设立产业投资、城市发
展等基金， 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
作项目28个，发展环境不断优化。

“葡萄串”效应：
完备的上下游产业链
“新材料产业是长沙重点培育

的主导产业，在这里发展，我们上下
游产业链比较完善。 ”

湖南长远锂科是中国五矿集团
的成员单位，2002年成立以来，公司

生产规模以每年50%的速度迅猛扩
张。 2015年企业的正极材料产能突
破7000吨。

近年来， 随着长沙新能源汽车
异军突起， 正极材料本地需求量大
幅增长， 也让公司副总经理鲁耀辉
信心十足：“公司正在谋求扩产，预
计2018年产能突破20000吨。 ”

对于制造业而言， 完善的上下
游产业链往往消除了企业原材料或
产品大量异地采购或销售的困扰。

进一个龙头企业， 带来一串配
套企业。 这种“葡萄串”效应在长沙
汽车产业的发展中尤为明显。

广汽三菱、广汽菲克、上汽大众
相继落户长沙经开区后，吸引了卡斯
马、马瑞利、江森、延锋等众多知名汽
车零部件企业落户长沙，长沙也正成
长为中国汽车产业的第六极。

目前， 长沙在规模工业上逐步
形成工程机械、新材料、电子信息和
食品四大过千亿产业的格局，汽车、
移动互联网、生物医药、新能源与节
能环保四大新兴产业成为长沙工业
新的增长极。

而随着万家丽国际MALL、步步
高梅溪新天地等一批城市综合体崛
起， 全球四大国际快递公司3家落户
长沙， 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3家在
长沙运营……今年1至6月，全市服务
业实现增加值1990.14亿元， 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率达55.9%。 现代服务业
发展逐渐成为长沙新的增长主引擎。

在中国企业联合会副会长王基
铭看来，“长沙的工业和现代服务业

已成为经济发展的两大支柱， 并在
招商、创新、转型等方面拥有好的经
验和模式， 给更多大型企业入户长
沙提供了空间和环境。 ”

宜居宜业：
吸引人才的城市

1997年，来自杭州的“娃哈哈”
落户长沙经开区，19年过去，已经壮
大成为拥有6个分公司的大型食品、
饮料生产基地，累计实现产值147.1
亿元。

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多次
到过长沙，他认为，无论是投资环境
还是人文环境， 长沙都是一个很有
吸引力的城市：“长沙高校众多，人
才资源丰富，而且长沙的房价不高，
很适合留住人才。 ”

招揽人才和留住人才， 是企业
发展的“命门”。

长沙人才资源丰富， 拥有国防科
大、中南大学、湖南大学等高等院校57
所、两院院士58名，汇聚了以黄伯云、
桂卫华院士等为代表的两院院士、千
人计划、 百人计划在内的众多知名科
学家， 每年高校毕业生有23万至25万
人。有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7家、
国家重点（工程）实验室16个。

而作为中国“最具幸福感的城
市”，人才留在长沙的压力也相对较
小。

2015年， 长沙的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为39961元，住宅均价为
6300元/平方米， 房价收入比仅为
5.2，在所有的省会城市中最低。

广州期待携手长沙办展会

湖南专项检查用人单位用工社保
部分劳务派遣企业未为劳动者及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
工程建设领域拖欠工资问题突出

“金税三期”系统上线方便纳税人
湖南开出首张个人《中国税收居民身份证明》

曾饱受“瓜贱伤农”之苦的宁远县留佳位村，近年错峰种植，瓠瓜苗嫁接西瓜苗———

小小西瓜藤“结”出富裕村
微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