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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 (记者 白
培生 李秉钧 通讯员 刘小林 曹航 )

“我们村去年依托两个国宝级古祠堂，
发展古村游和休闲农业游。” 11月中
旬， 汝城县土桥镇金山村村主任叶昂
齐介绍， 今年头10个月， 村里共接待
游客7万多人次，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近300万元， 全村人吃上了“旅游
饭”。

汝城是中国温泉之乡和中国古祠
堂之乡， 境内热水温泉被誉为“华南

第一泉”， 各地还保存着各种古祠堂
700多座， 是省历史文化名城， 旅游
资源丰富。 近年来， 该县实施“建设
现代田园温泉城市， 打造生态高地、
理学圣地、 养生福地” 发展战略， 大
力发展全域乡村旅游。

依托热水温泉、 暖水温泉、 九龙
江国家森林公园等国家级景区的美誉
度、 知名度， 该县推动有条件的村寨
发展乡村旅游。 目前， 热水镇热水村
等景区周边20多个村旅游业蓬勃发

展， 形成了“景区+乡村” 叠加效应，
吸引大批游客流连忘返。

汝城县还充分挖掘古祠堂文化、
濂溪理学文化以及以湘南起义旧址群
为代表的红色文化等资源， 先后启动
35个旅游示范村建设， 扩大乡村旅游
景点覆盖面。 各示范点突出“一村一
寨一特色”， 开发了10多类30余种体
验性文旅融合产品， 具有很大吸引
力。 同时， 借助国家园林县城、 全国
绿化模范县等“国” 字号招牌， 培育

发展自然生态观光游、 休闲养生保健
游、 农业体验趣味游等， 以点带面、
以线贯境， 发展全域乡村旅游。

今年来， 该县各地纷纷推出观田
园风光、 品农家美食、 赏秋季花卉、
住特色民宿以及亲子采摘、 休闲垂钓
等丰富多彩的旅游活动， 推动乡村旅
游全县开花。 今年1至10月， 汝城县
乡村旅游共接待游客474.31万人次，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2.79亿元， 同比
分别增长13.65%、 15.12%。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记者 徐德
荣 通讯员 夏建军）“预计今年收入能
超过10万元，争取明年再扩大规模。 ”
11月18日， 衡山县岭坡乡野莓谷村村
民郑友林高兴地告诉记者， 得益于村
里野莓谷景点带动， 自家的农家乐生
意红火。野莓谷村依托天然风景，现已
成为衡山县“旅游新星”,游客多了，当
地村民也富了起来。

衡山县地处南岳衡山旅游经济新
区核心部位，生态良好，资源丰富，发

展旅游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今年来，该
县提出“全民兴旅、全业融合”，建设
“全景衡山”，整合各类资源，依托美丽
山水与深厚的文化底蕴、 独特的区位
优势，以“旅游+” 为抓手， 助推经济
社会发展。 先后启动紫盖峰旅游区、
“西游洞天·花果山” 等新景区建设，
做强岳北花海、 白果葡萄基地、 山竹
百合牡丹基地、 能仁猕猴桃基地等乡
村生态旅游景点， 加快实施华夏湘江
水上乐园、 萱洲古镇改造等综合旅游

项目。
同时， 衡山县通过举办乡村旅游

节， 将县域内遍地开花的景点景区整
合， 形成集群优势。 还以全域旅游视
角， 大力推进旅游业与一、 二、 三产
业“跨界”融合。 引进联山农业公司，
投资逾亿元，发展百合花卉产业。白果
葡萄、店门猕猴桃、岭坡高山黄牛及湘
莲等特色种养也风生水起。 全县农家
乐、农副产品精深加工项目快速兴起，
成为百姓增收新渠道。 通过旅游与其

他产业“跨界”融合，全民参与旅游开
发，“旅游＋”魅力无限。

“旅游产业正成为推动衡山‘富民
强县’ 的新引擎、 开启百姓致富门的
‘金钥匙’。 ” 衡山县委书记尹培国介
绍，衡山人民已初尝“旅游+”的好处，
将继续深挖生态和历史人文资源，并
从“卖”风景变为“卖”“悠然衡山”生活
方式。 今年1至10月， 全县接待游客
242万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逾15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37.82%、42.51%。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 （记者
冒蕞）今天上午，省委副书记、代省
长许达哲在长沙会见前来参加
“2016轨道交通产业国际峰会”、
“2016中国（长沙）国际轨道交通博
览会暨高铁经济论坛”的中国中车
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奚国华。

副省长张剑飞参加会见。
许达哲说，近年来，湖南轨道交

通、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
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 为我省稳增
长调结构促转型作出了重要贡献。
刚刚闭幕的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描绘
了未来五年发展的宏伟蓝图， 湖南
要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打造长
株潭智能制造示范区， 离不开央企

的大力支持。 中国中车是我国和世
界轨道交通装备制造行业的领军企
业，希望继续加大在湘项目布局、资
金投入力度，集聚创新资源，加快轨
道交通等国家级创新中心建设，为
湖南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建设制造
强省、 打造世界级轨道交通产业集
群作出更大贡献。

奚国华对湖南长期以来给予中
国中车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 他
说， 中国中车将立足在湘良好的发
展基础，继续在轨道交通、城市基础
设施建设、新材料新产业、现代服务
业等方面，加快推动新项目、新业务
落户湖南， 助力湖南建设高端装备
制造产业集聚地。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张韬）高铁长沙南
站今日发布消息，11月28日6时30
分起， 长沙南站东广场将对外开
放， 长沙南站将进入“双广场”模
式。 乘坐沪昆高铁、磁浮列车的旅
客，从东广场进出站将更方便。

记者今日在长沙南站东广场
看到，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最后的清
洁和扫尾工作。

东广场站房总建筑面积28581
平方米，共3层，分为地下出站层、
站台层、高架层。

其中， 高架层为旅客候车区
域，与西广场候车区域相连。

站台层为高架车道、 落客平
台、 磁浮联系通道以及进站厅、安
检区域、16个实名制验证口等。

出站层为地下负一层，有出站
广场、售票厅、地铁站进出口、公交

汽车站、出租车经停区等。
此外，负二层及负三层均为社

会停车场， 可提供近2000个停车
位。

与西广场相比，东广场增加了
两个垂直电梯， 两个上行扶梯；出
站广场增加了上行电梯、 下行扶
梯、直行步梯，总体上优化了设计，
方便乘客快进快出。 目前，长沙南
站日均客流20万人次，双广场启用
后，旅客从地铁、公交、磁浮等交通
工具出口走到售票厅及候车室只
需要3至5分钟路程，基本实现零距
离换乘。

长沙南站介绍， 双广场运营
后， 东西广场共有自动售票机129
台，分别分布在进站层、候车室、出
站层，其中东广场有自动售票机30
台；人工退改签窗口共27个，其中
东广场站房人工窗口10个。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 （金慧）
今天，2016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可持
续发展技术交流会在长沙召开，10
位专家聚焦城市轨道交通的关键
技术、城市轨道交通技术的多样化
模式、地铁安全建设运营等热点话
题， 探讨城市轨道交通可持续发
展，为全国轨道交通产业搭建了更
广阔的合作交流平台。

作为2016中国(长沙)国际轨道
交通博览会暨高铁经济论坛的分论
坛，此次交流会由长沙市人民政府、
中轨集团联合主办， 来自全国各大
科研院校、各城市地铁公司、轨道交
通领域企业及服务商的专家和代表
500余人齐聚一堂，进行深入探讨和
交流。

高铁经济、 地铁经济蓬勃发

展，如何维持城市轨道交通可持续
发展？ 长沙轨道交通集团总经理周
晓明认为， 要以政府资金投入、引
入社会资本、实施直接融资等多种
渠道相结合，筹措项目资本金。 同
时以沿线物业和涉轨土地开发等
方式提升经营效益，“输血”和“造
血”双管齐下。

“ICT（信息、通信和技术）是促
进城轨提升运能，提高效率，实现
自动化的一种关键手段。 ”华为中
国区域城市轨道交通行业总工沈
光亮现场分享道，地铁作为绿色快
捷的交通工具，通过与新信息技术
与通信技术相融合，让网络与云平
台融为一体， 实现管理更智能、运
营更安全、运输更有效，从而打造
出可持续发展的智慧地铁。

“景区+乡村”形成叠加效应

汝城：村寨成为旅游热点

衡山：旅游推动富民强县
今年前10月接待游客数、旅游收入同比大幅增长

许达哲会见奚国华一行

长沙南站东广场今起运营
乘坐沪昆高铁和磁浮线旅客更方便

城市轨道交通可持续发展技术交流会在长召开

“输血”和“造血”需双管齐下

湖南日报记者 苏莉
通讯员 湛建阶 易奕

备受关注的“湖南百强民企”榜单
即将发布。 这是我省上规模民营企业实
力风云榜。 据省工商联透露，今年上榜
企业入围门槛为2015年营业收入总额
12.99亿元，比2014年度增加2.94亿元。

可以看出，作为湖南民营企业中大
象级的上规模民营企业群体，面对复杂
多变的国内外市场环境，依然在抢抓机
遇、谋求发展，整体规模不断攀升。

大象如何实现快跑？省委统战部、
省工商联此前针对我省民营企业的调

研显示， 为应对国内外经济下行的巨
大压力， 上规模民营企业转型升级的
愿望更加迫切，转型步伐明显加快。一
方面依靠创新引领，在技术创新、业态
创新、品牌创新等方面积极探索实践，
一方面加大开放力度，在积极走出去、
提升国际化水平等方面， 迈出了实质
性步伐。

技术创新
驱动企业转型升级

创新从来都是决定一个国家竞争
成败和发展成效的关键。 对一个企业
来说同样如此。

技术创新驱动企业转型升级。 在
这方面， 我省上规模民营企业有着清
醒的认识。近年来，企业创新意识和主
体地位不断加强，纷纷加大科技投入，
加快科研人才培养， 打造产学研用一
体的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蓝思科技是我省制造业标杆。 纵
观近年来蓝思科技的发展之路， 可以
说其前进的步伐从未停止过。 在近年
的“中国民企500强”榜单上，蓝思科
技的位次逐年上升。分析人士认为，这
与其在面板的触摸屏技术上的不断创
新密不可分。

2015年，蓝思科技为保持研发、技

术创新优势，研发支出达11.4亿元，并陆
续对现有设备进行自动化改造，以提升
生产效率。 公司负责人透露，公司将在
3D玻璃加工、自动化改造、精密加工及
一些新增项目上继续加大投资。 正是凭
借持续领先的研发投入和特有的技术
创新，蓝思科技在全球高端电子消费产
品主机配套零部件制造领域，一直稳居
国际领先地位。

铝产品精加工是一个传统制造行
业，近年行业利润不断下滑，95%的企业
亏损。 晟通科技集团属于盈利的5%。

为何能做到这一点？ 集团副总裁周
灿元一语道出其中的关键，晟通每年投
入不低于销售收入3%的资金用于研发。
集团拥有国家认定企业技术研发中心、
国家认可检测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等独立研发机构，累计立项实施科研项
目400余项。 （下转３版）

“大象”如何快跑
———湖南上规模民营企业在创新开放中阔步前进

11 月 27
日，中小学生身
穿汉服进行现
场书法比赛。当
天，怀化市洪江
区举办第四届
“古商城杯”中
小学生书法大
赛，弘扬中国传
统文化。

刘文颖
金鳞 摄影报道

11月27日，湖南烈士公园，在明媚阳光的照耀下，湖心岛上的红叶绚丽展现，
与年嘉湖的碧水相映，构成一幅色彩艳丽的风景画。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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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步新征程 建设新湖南

星城冬景美

� � �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 （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张莉 阳曼生）“长
株潭一体化的轨道交通产业才更
有说服力”“长株潭连成一个团队
对我们株洲的轨道交通产业有帮
助” ……11月27日，2016轨道交通
产业国际峰会在围绕如何构建株
洲轨道交通产业集群的院士对话
中落下帷幕。

原铁道部部长、中国工程院院
士傅志寰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
乃至全球轨道交通建设方兴未艾，
株洲应该乘势而上，加快发展轨道
交通产业， 加快建设轨道交通城，
打造成富有竞争力、影响力的世界
电力牵引中心或世界轨道交通产
业之都。

“在轨道交通产业不断寻求高
速、重载突破的同时，我们更需要

将轨道交通的技术引向绿色、智
能。”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车株
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专家委员会
主任刘友梅建议，把长株潭打造成
为“全球轨道交通博物馆”，以株洲
田心为核心，建设“全球轨道交通
梦工厂”， 将轨道交通打造成为全
球“烫金名片”。

株洲目前轨道交通城集聚了
中车株机、中车株所、中车电机、中
车投资控股等4家中车集团旗下子
公司及轨道交通装备制造配套企
业300多家， 拥有机车轨道牵引与
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等23家省级
以上研发机构，形成完整成熟的从
产品研发、 生产制造到售后服务、
物流配套一体化产业链条，产品出
口70多个国家和地区，电力机车产
品市场份额高居全球第一。

院士为株洲支招

将轨道交通打造成
全球“烫金名片”

一曲“情歌”动天下
———2016乡约·最美爱情故事选萃

我国首次出台产权保护顶层设计
■时事聚焦

6版 10版

■今日深读

解决“房屋土地使用权到期后续期”等8大产权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