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刘凌 版式编辑 刘也

2016年11月7日 星期一06 经 济

!"#$%&'(()*+,%-./0
12345678*9:;<=1>?@A
BCDEF*GHIJKLMNOPQRS
TT

UVWX1YZ[\I*]^__`a
bc1deIfghijklmn1opq
rst

uvwIxXyz{ijklmn|}
~�7Y���*1����������
�����������q����<��
���I���� ��¡¢£I¤¥¦§n
¨©ª«¬��¡I®�¯k°±²³q¯
¥e´mn µ� ¶I�·¸¹�7���
�º���»t

ª¼½I¾y¿�� �À¡¢ÁÂÃÄ
ÅI�»��iÆk°±�»¸Ç�ÈvÉ
ÊËÌ¡IÍÎÏÐÑÒ�ÓÔÕÖ;h»¸
ÇiÆk°±×«ØÙ�fÚg»�ÀÊ�

��ÂÛÜÝ�Þßàá��»t

!!"#$"%&'

�âãäåæç;èéä7�) ê¸ÇiÆ
k°±1�»;§ë~�ìík°±²³�
�îït ðWXyñ²³òóôõt

Âîï^à�7����º���»�
1¯k°±²³��;WXÕö÷øùú^
ûðËÌ;üøýþÿ!"#^û�$§%
&'^û��Y(¯)Ö^û�#*+,-
.^ûð;&/0�¯k°±²³t

¾y{12341/5¯k°±²³;
ÍÎ¸¹6%78�9:µ;Þ<qY=>
?Þ<�;@�í¤AÞßÿ!;BCiÆ
¢DEFt GHvI;¯k°±²³1iJ
78;K�LMÏvNOPQ¯RÛYST
à0aU1 ! VWX�Yt

ªGHZñ°±n1[\¼½; ]^;
¯k°±²³_`16%a8bc "!##
dt eh¤AÞßÿ!1@�;èZ¯k°
±²³��"f;¢DghiÖ^j¸¹t

ø);k�(lk�îmkðt¾y¤Zy
nooöpqrs�tuvwq��x!
yz{|;}.~��Y�k�¬¯k°±
²³t���º12s�µ��������
ýD�;ÕÉøàn $ ýD� $ Q�ð1�
þ��;��OP����;����j�

>>®çt
��ZÍÎ12��� úY����

�; >�I�~��Ycà¯�ñ¬Ù;�
�÷�ø̄ Y�¯ð*ø�Y�¯ð��t v
¿w;èZø(¯�Yðu !## ¡;}¢£&
Â¯kàn²³�¯ñ¤¥¬1¦ %# §¡t

ª¼½;]^;WXy¯kàn²³¦
&#'¿Ï~~��Y;cev¨bc (#'t

[#;¾y©��øªY«¬ðËÌ;
®_¯�¯M ) ¡1��; °Q¯/5±
v� ���²q>³´¯µ���Âkl�
 µ¶¯¥e·mn;¸¹¯mn��vº
;»��»¼½���t

()*+,-.

ø*¯k°±²³q¯¥e·mn�»
 ¶�¾;¿�À³ïÁâAÂ;�zmÃ
Ä³ÃÄ�ÅÃÄÆÃÄt ðWXyñÇñ�
°±nnÈÉÊõ;ÍÎËX� ¶Ì�÷
z{iq�Íit

¾y�Î¤¥kÏ¥ÐPD�;ÑýÙ
�³Ï�É� ¶��ÒiP�xÓ;ÔýÒ
�A��ÕÖ��×Ø��ÙÑÚ;®>¯
k°±²³q¯¥e·mn ¶»Nt

GÛZÜÝÞßà¯àn²³áâÌ;
Hv & `�cZãä®÷Âå ) æ1ç¢
 ¶;èm;éêë÷<Q¯îï�<kì

í» îï�;ðñò÷óOô��mõµ
��[ö;÷�aøù`t

áâÌúû¿�;yã��¯k°±²
³_vä®ç¢ ¶�¯M * æ;e·mn
�¯M % æt

�üýþ;¾yÿ&'èm�À��'
l�Q¯���!Y"°îø ¶#ð;°ï
$%c&'P7;(ïøÏ¨ðt

GHZùZÞ)*¯~^ú¼+@e
1q.¯;.§P¯;¦î,-./ "#% /t
Hv;*¾Zø ¶#ðÀ��'l101
Ð;¯à²2�ô�Êkl12ÖÉ3PÜ
��*4.Ö5;>»���9Q�t

ÍÎ ¶;)*¯kl12U678÷
9:;�<A�<=�>?�@A����!;
B��QDC +### DK;EÖ÷�F12
Ìat

�üýþ;ø ¶#ðÿ&'èmG1)
*¯ÖÉHIJKcLM�; MNQmOt
)*;PQR.¯;^ST=øèUVWk¯
XY¯ðt

ª÷¸;Hv;WXyZý[UM�ø�
³^\ð³]^îq_`&�¢D;{¯m
nÖÉøaÏwð�ø(Ð ðqø'ö ð 
¶t Ïbv;èy�NiÆk°±²³ ¶
c "&* å; ¶iÆk°±²³ (+%! Yd;
 ¶}�¯mn ! J§Ydt

/012345

*¸¹¯k°±²³q¯¥e¬mn�
7����º���»1ieÏ;ýfgY¯
mn��hþ;ÕÖ����������O
^i�¢Dj WXyä®kÞ¢DYlhþ
Nk;GlmÙ«�gYhþ��nop��
¾U²;qrÕÉ¯mnèÙnhþt

+,Z@sÞ<t¯~U¥�F¯;]
^¦y�î,-./ "&& /t¯àn²³¶
J�úû¿�;Hvu;gf¯mnvÞ
kñwx÷�����¢DvN]W«¬
²;y*klq12Dö÷zM{|t [#
©ªøq}~»ð�;G¯¥i>�A¹
|��Ýhþ�çÕxÓx��Á��¾;l
m÷¯k°±²³Ù~ø��ðt

�Ïcv�÷;Þkñ¨{<t¯mn
ØÙ��ÖÉ^dè¾op;°ø����ð
ZóqQÇ¢D��ZýIw;mfop�
dtopZóDÂpf�%ÿ!�&�¬��
��&/�Õ��¤ÙÝ1i��ªtøýó
���vop�*�%�d;¨£�Ùt ð¶
J��X; ¯mn14»^L��Þmn
qt

Âþ;¶J�q¯mn°ènË»Y*
¯ÝÏ; ���É¯mn�cq�¢DØ
¤�ÂÛ9NÜÝ��N;Ö^jgYhþt

<t¯�ì����� �����¢
Dt Hv;���º¯Ûî¶ +### K12
3��iP�"!&( K1����iP���
b " J�1 ¡µ�iP�!"# K>?¢ó
@AiP� vö�£¤ "! J71¥¤µ�
¦��v�§ )%## Jd1î¨¦�;è¯1
´�©§Tb ,### Jd;¯Û��¦ªt

HQ<t¯;�~¾yqrÕÉ¯mn
èÙnhþ1^ú«¬t

6789:;<!=#"

!"#"$%&'(

>?@ ABC DEF

GHI#
!"#$%&'()*+!,-.

/0(1234!!56!789:;
<=>'?@AB)CDEFGH1"
IJK!LMNOPQRST#UV>
G!WXYZ[\!]^_X*`$a
Jbcde%! fX*`[\!]^g
hij#klmX #7cno #p:q
r#stuvw_X!/c[\!xy
z{|*}#(1~�!�[\���
����" 2���!����./+
�N[\!xyz"���# ���!
����"

� � � �湖南日报11月6日讯（记者 彭雅惠 通讯
员 林俊）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特色农产品
出口将得到突破发展。11月4日， 国家质检总
局动植物检疫监管司、 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自治州政府在长沙签署三方合作文件，建
立共促自治州农产品出口长效机制， 助力精
准脱贫。

当前，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是我国食品
农产品出口的最大挑战。受此制约，自治州
虽拥有大量特色农产品， 但直接出口率较
低， 今年前10个月累计出口325.55万美元，
仅占全省食品农产品出口总额的0.3%。

根据合作文件，国家质检总局动植物检
疫监管司今后将优先推荐自治州的柑橘、猕

猴桃等特色农产品开展出口国外市场准入
谈判。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计划加大对自
治州主要农产品安全风险监控投入，争取在
2017年实现当地国家级出口食品农产品质
量安全示范区“零”突破。自治州政府将精准
培育农业优势特色产业纳入州经济发展总
体规划， 设立促进农产品出口专项保障经
费，建设一批高质量出口农产品基地、龙头
企业。

为尽快取得实效，11月10日至14日，三
方将联合在自治州举行湘西椪柑出口对接活
动，届时，全国主要出口口岸检验检疫部门和
相关出口经销商将聚首， 共同研讨湘西柑橘
出口应对措施。

助自治州特色农产品“走出去”
优先推荐开展出口国外市场准入谈判

湖南日报11月6日讯（记者 陈淦璋）我
省在启动BIM技术应用“三年行动计划”后，
更注重以“抱团”形式推动建筑行业数字信
息化。昨天，湖南省建科BIM产业链发展联
盟在长沙组建， 吸纳了省建筑科学研究院、
东方红建筑集团、 长沙市规划信息中心等
19家成员单位， 将以长沙高新区产业园作
为试点促进产业化进程。

BIM是建筑信息模型的英文简称， 与传
统的二维图纸不同， 相当于在建筑真正动工
之前，先在电脑上模拟一遍建造过程，以解决

设计中的不足和真实施工中可能存在的问
题。BIM技术极大地改善了建筑业行为模式
和管理方式，被誉为行业内又一次科技革命。

目前，住建部和各省份都出台文件支持
这一领域发展。今年初，省政府办公厅印发
了《开展建筑信息模型应用工作的指导意
见》，提出以“三年行动计划”加快BIM技术
应用， 逐步推广到城乡建设领域全产业链；
争取到2020年底， 全省90%以上的新建项
目采用BIM技术，设计、施工等企业全面普
及BIM技术。

提速建筑行业数字信息化

湖南组建BIM产业链发展联盟

湖南日报11月6日讯 （记者 陈淦璋）日
前，住建部在长沙召开推动工程技术进步工
作研讨会，对全国范围内开展数字化审图试
点进行部署，并列出了推进时间表。记者获
悉，我省这项工作启动较早，已经完成相关
系统的研发，正在开展试点试用，预计明年
起全面推行数字化审图。

数字化审图是将传统的对纸质施工图
进行审查的方式，转变为对电子图纸（或称
数字图纸）进行审查，可谓进入“无纸化时
代”。省住建厅介绍，让系统跑起来，让施工
图在网络上传输，大大减少了人力和交通运

输成本，能够有效简政放权、提高效率。通过
试点发现，审查办理时间至少节约1/3以上。

今天的会议指出，我国勘察设计行业信
息化迅速发展，勘察设计文件的编制已基本
全部采用计算机进行， 但包括施工图审查
等在内的政府监管信息化工作仍相对滞
后， 各省市区要加大信息化建设投入，推
动数字化审图试点示范。

住建部推动工程技术进步工作研讨会每年
举办一次，会议主题涵盖当年最具亮点的工程技
术进步和监管创新成果。 今天会议还对BIM应
用、装配式建筑技术、钢结构技术等展开研讨。

施工图审查进入“无纸化时代”
湖南明年起全面推行

土地确权好
群众热情高

11月6日， 嘉禾县
石桥镇仙江村，村民在
田间进行土地确权认
定。今年，该县广泛宣
传农村土地承包法律
法规、惠民政策，组织
干部进村入户开展土
地调查摸底、权属争议
调处、 建档立卡服务，
激发了村民的土地确
权认定积极性，广大村
民由“要我确权”变为
“我要确权”。

黄春涛 李友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11月6日讯（记者 彭雅惠 通
讯员 黄勇华 ）自去年3月开始，长沙海关在
双峰县沙塘乡紫峰村打响了扶贫“攻坚
战”。一年半中，该关落实扶贫资金400余万
元，完成扶贫项目10余个，结对帮扶贫困户
52户。长沙海关多措并举打造“永不撤走的
扶贫队”，目前，紫峰村17户建档立卡贫困
户实现脱贫，34户建档立卡贫困户预计今
年脱贫。

借外力突破发展瓶颈。长沙海关驻村帮
扶工作队入驻后，筹集200余万元对紫峰村
20条组级公路修建或拓宽、 修建村道会车

点，满足村民出行和产业发展需求；投资20
万元实施安全饮水工程， 彻底解决了全村
村民的安全饮水问题； 筹资近百万元启动
易地搬迁集中安置工程， 彻底解决危房户
住房问题。

增内功加强致富能力。 长沙海关先后
组织村民参与各类培训100余人次， 使村
民陆续掌握了猕猴桃栽种、 养鸡等技能；
创建红心猕猴桃产业合作社，村集体和贫
困户以扶贫产业资金入股，通过每年的保
底收益和分红，增加村集体收入，保障贫
困户长期稳定脱贫； 牵线双峰县规模最大

的养鸡场，与紫峰村实施“公司+农户”发
展养鸡， 为100户贫困户提供免费鸡苗和
养鸡技术，预计可为贫困户年增收4000元
以上。

不断拓宽致富渠道。紫峰村坐落于南岳
七十二峰之一的紫云峰下，风光秀美。长沙
海关先后投资近30万元完善当地旅游基础
设施，带动旅游产业起步。此外，还成立了
村“关心下一代工作基金”，每年能产生3万
元利息用于定向扶持该村贫困家庭在校学
生、奖励优秀学生、救助贫困户和培训实用
技能。

湖南日报11月6日讯 （记者 彭雅惠 通
讯员 林俊）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在对口扶
贫的会同县宝田侗族苗族乡旺田村， 因地制
宜构建了“近中远”三期特色产业扶贫项目，
使村民收入明显增长。

近期项目“立竿见影”。该局驻村帮扶
工作队联系广东东莞农贸批发企业， 在旺
田村开展南瓜种植项目。5月初村民们共栽
种南瓜200亩，9月1日即开始收获， 村部以
0.6元/公斤的价格包销。截至目前，全村共
收获南瓜超过70万公斤， 村民均不同程度

实现增收。
中期项目“增收可期”。从今年秋季开始，

旺田村2000多亩南竹被纳入低产竹林改造
项目， 三年后每亩可稳产春笋1000公斤以
上。近几年，国内市场鲜笋收购价平稳略升，
维持在每公斤2元左右，以此计算，全村每年
可增收400万元。

远期项目带来“三重收益”。 根据旺田
多山、生态环境良好的特点，驻村帮扶工作
队将茶叶种植项目作为重点扶贫产业，发
动村民成立茶叶种植合作社， 建设高标准

有机茶园， 全村贫困人口以财政帮扶配套
资金统一入股茶园。经搭桥牵线，省茶叶集
团下属公司与村合作社达成合作， 公司负
责前期投入、统一管理、经营和销售；检验
检疫部门从基地备案、 技术指导、 茶叶检
测、质量监控等方面，为茶叶基地建设和产
品出口提供支持。目前，旺田村已完成2000
亩高标准茶园栽苗， 预计2018年实现采摘
茶叶销售， 届时每位村民都可获得三重收
益：财政茶叶扶贫入股资金带来的分红、流
转土地租金、为茶园打工的工资收入。

长沙海关借外力、增内功、拓渠道

打造“永不撤走的扶贫队”

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构建特色产业扶贫项目

制定“近中远”脱贫路线图

脱贫攻坚奔小康

� � � � （上接1版）
依托上港集团，开通城陵矶至上海洋山

港直达航线， 优化城陵矶至上海外高桥航
线，城陵矶港至上海港及沿途主要港口由每
周5班增加到11班。

与中远集团合作，开通“沪岳渝航线”，
首次实现城陵矶港至重庆港及沿途主要港
口的常态化运营；开通“岳阳至东盟接力航
线”、“岳阳至澳大利亚接力航线”，实现城陵
矶至东盟、澳大利亚常态化运营，单程运输
时间缩短1个月以上。今年来，岳阳至东盟接
力航线共发65个航次， 岳阳至澳大利亚接
力航线共发31个航次， 将岳阳及周边地区
的烟花、化工品、成品纸等货物运出去，将国
外的粮食、固废、汽车配件等货物运回来。

联运：集疏体系无缝对接
依托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一区一港

四口岸”的平台优势及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
略优势，岳阳以港口为中心，大力发展多式
联运，构建港口航运集疏运输体系，实现水、
公、铁、空无缝对接。

城陵矶新港区已完成“三纵三横”主干
道90公里，推动城陵矶港与随岳、京珠、杭
瑞高速无缝对接，建成了15分钟上快速疏港
通道。启动松阳湖二期工程，建设1个滚装码
头和2个件杂货码头， 进一步完善和提升码
头功能，拓展对外开放通道。

投资1.6亿元的华能至新港码头铁路专
线正紧锣密鼓筹建， 与即将设立的湘欧国际
货运班列岳阳站无缝对接， 打通岳阳快速直
达欧洲和中亚国际物流新通道； 蒙华铁路松
阳湖支线前期工作也基本完成。 快速推进岳
阳三荷机场建设，打通空运通道，目前已投资
6亿元，征拆工作全部完成，土石方完成80%。

一个水公铁立体联运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岳阳，放飞湖南海洋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