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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3月12日讯 （记者 彭雅惠 通
讯员 黄勇华）2016年，湖南平均每天向海外
卖出成品鞋超过22万双， 每双鞋均价65元。
今天，记者从长沙海关了解到，去年我省成品
鞋出口量价齐升。

海关统计显示，2016年全省累计出口成
品鞋8112.9万双，同比增加8.4%；创汇52.7亿

元， 同比增长23.1%， 出口均价同比增长
13.6%。

由于大量承接沿海鞋业产业转移， 我省
成品鞋加工贸易得以快速增长， 去年以加工
贸易方式出口成品鞋约4216万双， 价值34.9
亿元,占同期全省成品鞋出口总额近七成。

同时，我省本土鞋企大多进入上升期，争

取到更多海外高档鞋订单， 推动了全省成品
鞋出口均价增高。

据了解，“湘籍”鞋主要出口到发达国家和
地区，去年，累计向美国出口总值20.5亿元，同
比增长16.7%； 向香港出口5.0亿元， 同比增长
18.4%；向日本出口3.5亿元，同比增长41.7%。这
三大市场占我省成品鞋出口总值的54.9%。

湖南日报3月12日讯 （记者 彭雅惠）长
沙市科技创新水平又“长高”了。今天，记者从
省统计局获知，2016年长沙高新技术产业总
产值达到9569.2亿元，同比增长17.0%，首次
突破9千亿大关， 所涉及的行业小类已覆盖
全市国民经济细分行业的近四成。

以三一集团、中联重科、广汽菲亚特和比
亚迪等为主的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依然是
长沙高新技术产业的主要组成部分， 电子信

息、 生物医药和高技术服务业等新兴高科技
产业发展最为迅猛， 去年分别实现产值
1562.9亿元、892.5亿元、347.8亿元，增速均在
20%以上。

2016年， 长沙高新技术产业企业中从
事研发的人员达9.1万人， 同比增长3.8%；
共投入研发经费 236.4亿元， 同比增长
7.8%。 全市高新技术产业企业专利申请受
理8124件； 年末共拥有有效发明专利数同

比增长39.7%，拥有有效发明专利数超过50
件的企业34家，其中三一集团、中联重科和
中冶长天共拥有有效发明专利4324件，同
比增长26.7%。

美中不足的是， 长沙高新技术产业相关
效益指标呈现负增长。2016年， 全市高新技
术产业实现利润总额448亿元， 同比下降
8.2%，增幅较上年回落24.6个百分点，营业利
润率为4.8%，较上年回落1.5个百分点。

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秦慧英

名片
杨健，1980年生于湖南岳阳， 中国知名

文化产业集团“盘子女人坊”创始人。中国传
统文化的重度痴迷者、深度参与者与积极传
播者。他说自己生而不安、追求不同，希望在
创新中，将一股清新透亮的古装风，打造成
扎实的中国风产业链，让中国美璀璨世界。

故事
罗裙纱衣，青丝垂腰，眼眸流转……很

多女孩心里住着一个古代的自己：或温婉如
玉，或巾帼佳人。

而若要说到拍摄一套古装写真， 第一个
被提及的多是“盘子女人坊”。据说，想在这里
拍一套写真，档期往往要排到几个月以后。

这是杨健的第一次创业。 谁也没想到，
14年前， 才23岁的小伙在长沙创立的小影
楼， 会发展成今日名声赫赫的盘子女人坊，
成为拥有北京、上海、深圳、加拿大多伦多等

30余家直营旗舰店的规模企业。“第二名拿
着望远镜也找不到。”说这话时，创始人杨健
的语气淡定悠然， 却也透着一股浓浓的自
信。

实际上，在杨健身上，成功的特质似乎
也有迹可寻。

“我从小跟别人不一样，也不喜欢一样。
团队受我的影响，也都敢于尝试、敢于冒险、
敢于创新。” 杨健说，“没有哪个伟大的企业
是一帆风顺的。我坚信，任何一个创业领域，
追求创新才能创造蓝海。”他认为，创新，某
种意义上来讲是一种商业的更替。

当市场上满目的“西式奢华”“欧洲公主”
时，杨健发现了“古装艺术摄影”的空白，毫不
犹豫将业务定位于此。而当古装艺术摄影也逐
渐被复制、抄袭，他又开始进一步挖掘古装背
后的文化底蕴，将写真拍出了大片的高度。

“一个企业要做大做强，必须要形成自
己的壁垒。”盘子女人坊从服装、饰品、道具，
到背景，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都是自己
设计、研发、生产，这一系列的流程形成了区
别于市场的技术壁垒。每年，杨健都将集团
营业额的5%用于研发。

“有舍才有得。舍得，就是分享。分享正
是我的哲学。”在杨健看来，他的创业能有今
天，很大程度上缘于舍得：舍得分享思想、分
享财富、分享股权。在盘子女人坊，一百多个
员工拥有股权，平均薪水比同行业高出50%
以上。

许久以来，无论多忙，杨健几乎每天会
练习一个小时书法。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
切热爱，来自于内心深切的文化认同，他相
信这种文化的生命力历久弥新，具有极大的
生命力与外延性、创造力，深度挖掘，必有无
穷财富。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杏花，春雨，江南。
写杏花和江南雨的诗词多不胜数：“沾衣

欲湿杏花雨， 吹面不寒杨柳风”“小楼一夜听
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然而，在湖南，杏花景观却几乎无处
可寻。

细雨绵绵，杏花难觅
十里桃花固然是美的， 燃烧得火一样的

美，是热闹的春意。十里杏花如何呢，那该是
轻红浅晕，布满水意的乡愁了。

湖南的杏花从前应该是不少的。 沈从文
先生的《边城》里写道：“近水人家多在桃杏花
里，春天只需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
有人家处必可沽酒……”

他的侄子黄永玉也说过：“三月间杏花开
了，下点儿毛毛雨，白天晚上，远近都是杜鹃
的叫声，哪儿都不想去了！我总想邀一些好朋
友远远地来看杏花，听杜鹃叫。”可见杏花与
桃花，确是湘西寻常的春色。

现在已是三月中旬， 这几天细雨绵绵，
但走遍长沙城，杏花春雨江南之花境却很难

寻到。
省森林植物园吴思政研究员称，杏在湖

南分布很广，但没有成熟景观。省森林植物
园里没有杏花景观，长沙城也没有成规模的
杏花可赏，倒是湘西有些县如麻阳，曾将杏
作为经济作物栽培过，但并没有营造出成熟
的景观。

“作为经济作物，杏在北方更为多见。”吴
思政说，杏能耐零下18摄氏度的低温，但对高
温比较敏感， 南方极端高温超过39摄氏度
时，可影响杏的产量。梅雨时节，又易造成落
果和裂果。与人们惯常的想法相左的是，杏比
梅更耐寒，梅花才是江南的花，杏花更多盛开
在北地，因而有“南梅北杏”之说。

然而，作为景观植物，人们更愿意看到傲
雪寒梅与烟雨杏花。只不过，南方少雪，北方
少雨，于是，要想看到寒梅傲雪的景象，只能
往北方寻，要想有烟雨杏花的意境，却非南方
不可，北地是没有延绵不绝的春雨的。新疆杏
花沟， 漫山杏花灼灼欲燃， 北地春光大气磅
礴，与江南春色的婉约缠绵大异其趣。

杏花江南，尚待用心营造
一般的观点认为： 我国杏的分布范围大

体以秦岭、 淮河为界， 淮河以南杏树栽培较
少，淮河以北杏的分布较多，黄河流域各省为
其分布中心地带。不过，近年来，也有果树专
家认为，长江中下游(长江以南)早就有栽培，
我国杏的种质资源中有华东品种群， 适合南
方气候。

上世纪90年代，吴思政承担了《湖南杏
品种资源调查、 利用及丰产栽培关键技术研
究》这一课题，初步摸清了湖南杏品种资源的
家底， 筛选了一批有应用前景的湖南杏地方
品种。

吴思政称， 杏在湖南主要分布在武陵山
脉和雪峰山脉之间、 澧水和沅水流域的广大
湘西北地区。吴思政提出，我省杏树最佳栽培
区域，在石门、慈利、永顺、保靖、凤凰、麻阳等
地，主要栽培品种为沙杏、小苹果杏、油杏等。
杏在湖南的栽培可进行农林间作， 可多利用
庭院和周边土地。此外，杏不耐储运，需集中
发展、便于加工。

“杏既能营造美好的景观，也是很好的果
树，综合利用价值高。”吴思政说，杏子一般成
熟于初夏，那时正是水果供应淡季，其鲜果价
格比柑橘高，可调节鲜果市场的水果供应，除
鲜食外，还可加工成杏脯、杏干、罐头等。

“一直以来我们是把杏作为果树研究栽
培的，如果要打造杏花春雨江南的景观，还有
很多工作要做。”吴思政说。

湖南日报3月12日讯（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肖竹林 肖勇）“盼了几十年，现在可
以和城里人一样用上自来水了。”3月12日，
看着干净的山泉水从水龙头流出来，靖州苗
族侗族自治县大堡子镇塘款村一名村民高
兴地说。

到2016年底， 怀化市尚有94.97万农村
人口存在安全饮水困难。为让群众尽快喝上
“干净水”“放心水”， 该市把农村安全饮水工
程当作重点“民心工程”和健康扶贫工程来
抓。今年初启动了怀化市农村安全饮水全覆
盖两年行动计划，决定到2018年底解决全市
农村人口安全饮水问题，确保“村村接通自
来水，人人喝上安全水”，在武陵山集中连片
特困地区率先实现农村安全饮水全覆盖。

据怀化市水利局局长胡金华介绍，行动

计划有两个特点:一是100%全覆盖，高于全
省下达的目标任务;二是2018年全面解决饮
水难问题，较全省计划提前两年完成。为打
赢这场攻坚战， 该市在工程建设上分类推
进，通过城乡供水延伸、骨干水厂拓展、建设
集中供水工程等瞄准饮水困难农户。在资金
筹措上突出自力更生，以县市区吸纳金融和
社会资本、 推广运用PPP模式建设为主，地
方财政投入和争取以奖代补资金为辅。在工
程建管上坚持先建机制后建工程，强化工程
质量监管， 创新管护模式落实责任主体，确
保长效受益。同时，将农村饮水全覆盖工作
纳入市政府对县市区扶贫军令状目标管理
和综合绩效考核体系，作为对各县市区政府
主要负责人和领导班子综合考核评价的重
要依据。

长沙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超9500亿

一年超8000万双“湘籍”鞋卖向全球
出口总量、出口总额、出口均价齐上升

月桂聊天
———湖湘自然笔记

春雨潇湘，无处赏杏花

杨健：
带你穿越，做一回“古装美人”

杨健 图/张杨

怀化打响农村安全饮水攻坚战
两年内可让全市农村居民喝上放心水

湖南日报3月12日讯（记者 白培生 通
讯员 刘从武 李剑 ）今天，宜章县梅田镇
龙村瑶族村村口热闹非凡，一大群村民围
在村“三公开”公示信息前边看边议。村支
书何庭高感慨地说：“实行‘三公开’，给了
群众明白、给了干部清白，老百姓选谁心中
有底了。”

为了在村级换届选举中，公开
公平公正选拔村干部， 宜章县规
定，在各村（社区）实行“三公开”，
即公开村级财务清理审计结果、公
开现任村（社区）班子成员家庭信
息和工作实绩、 公开换届选举程
序。按照“公开透明、实事求是、注
重实效”原则，“三公开”情况要在
各村（社区）办公场所、人口集中的
广场、 交通要道等处张贴出来，真

正把村务知情权、 选举自主权交给村民群
众。一些乡镇、村还采用微信群、ＱＱ群等，
扩大公开范围，让村里党员群众广泛知晓。

据介绍，目前，宜章县246个行政村（社
区）“三公开”已全部到位，为选优配强村级
班子打下了良好基础。

宜章：“三公开”选好村干部

精准扶贫
种果树
3月10日， 志愿者

在分发果树苗。 当天，
全国道德模范李国武
（前排左三） 带领志愿
者们为临湘市羊楼司
镇和聂市镇贫困群众
免费送去12000株果
树苗。

宁平 李晗勋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