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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通讯员 王万超 蔡葆源

鼠标一点， 就能免费享受省城的医疗
服务；电话一拨，就能获得农业专家的技术
指点。以往，这种便捷的生活生产方式，蓉
峰村村民们想都不敢想。

涟源市杨市镇蓉峰村是省级贫困村，
经精准识别后，共有贫困户86户256人，绝
大部分是因病、 因技术缺乏而致贫。2015
年，省科协扶贫工作队进驻后，带领村民走
上了一条科技脱贫的道路。

在村卫生室， 村民李芳云带着孙儿来
看病。村医喻文明通过远程医疗连线，在省
第二人民医院专家指导下进行详细检查。
“没什么大问题，是中暑引起的，千万不能
在高温下洗冷水澡。”通过视频，专家耐心
提出建议，并开出药方。

“有专家的把关，这下我就放心了。”听了
专家的诊断， 李芳云松了一口气，“孙子老是
不爱吃饭、头晕乏力，我就担心有什么毛病。”

“村里医疗条件过去很差，尤其是还
有一些重症病人长期往返医院太折腾，
费用吃不消。” 村党支部书记毛健介绍，
“扶贫工作队帮我们建立起远程医疗站，
一些疑难杂症和康复治疗都是通过专家
指导来完成。依靠科技，我们把省城医生
请进了村里。”

医疗问题解决后，如何带领村民脱贫？
蓉峰村没有集体经济， 土壤贫瘠、 山地较

多，村民除了传统分散的农家种养，没有什
么经济来源。

扶贫工作队请来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科
研团队，对村里的土壤、环境、山体进行详细
调研，最后结合市场需求决定建设100亩沙
梨和黄桃示范基地，配套种植生姜，把全村
所有的贫困户都纳入组建的合作社。同时向
每个贫困户发放树苗，进行分散种植。

“搞种植是个技术活，尤其村民们没
有种过果树，感觉很有压力。”扶贫工作
队队长邓益平说，“我们联系省里的农学
会、林学会、畜牧兽医学会，成立专家服
务队，除了定期进村指导外，随时接受村
民咨询， 对几个种植大户还安排了专门
的科技服务员。”

说起科技带来的实惠， 村民老肖深有
感触：“去年我家的梨树得了梨锈病， 想了
很多办法都解决不了， 急得我团团转。后
来，工作队到长沙请来专家指导，原来是周
边的柏树带有病菌，对症下药，很快治好了
梨树的梨锈病。”

说话间，记者来到村民曾细美的果园，
扶贫队队员肖鹏正在指导她修剪施肥。曾
细美种了100棵果树， 在农技专家的指导
下，沙梨的成活率达100%。她算了一笔账：
以前种一季稻，每年收入只有400多元；现
在种果树，每年收入有1万多元，收入涨了
好多倍。

荩荩（下转2版②）

———走三湘 看扶贫

湖南日报8月11日讯 （记者 熊远帆 通
讯员 黄姿 蒋鑫）记者今天从长沙经开区管
委会了解到，上半年，长沙经开区完成规模
工业总产值1175.4亿元，同比增长14.6%；其
中汽车制造及零部件产业持续高速增长，完
成产值456.5亿元，增长39.6%，全年产值有
望突破千亿。上汽大众、广汽菲克、广汽三菱
等主要车企产值均大幅增长，有力地拉动园

区汽车产业快速发展。
今年上半年，全国汽车市场整体增速放

缓，而广汽三菱凭借主打车型欧蓝德的亮眼
表现，上半年公司整车销量54216辆，同比增
长182%，成为SUV市场的明星。截至7月，广
汽菲克产值突破179亿元，同比增长52%。上
汽大众长沙工厂上半年完成产量119183辆，
同比增长67%，工业总产值达124.9亿元。

此外，长沙经开区汽车产业项目储备后劲
十足。今年3月，广汽三菱发动机工厂项目启动，
总投资达50亿元以上，工厂将引进技术生产最
先进的三菱发动机， 一期规划产能15万台；总
投资51.9亿元的长丰华湘（猎豹）工业园项目已
通过国家工信部专家组审查，将于本月正式投
产；上汽大众长沙工厂全年计划两次针对新车
型的停产项目改造，目前已完成一次改造，随着
改造完成，2018年长沙工厂将引入2款新的车
型，实现5款车型共线生产；总投资10亿元的罗
伯特博世电机项目，预计9月底试生产，可新增
13条世界领先的生产线，预计今年实现产值38
亿元，到2020年可实现工业产值50亿元。

湖南日报8月11日讯（记者 李国斌 通讯
员 崔文浩）今天，中广天择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中广天择，股票代码603721）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鸣锣开市， 这是国内首家国有控股的

节目制作类上市公司。
中广天择首日开盘价为8.46元 ，较发

行 价 7.05 元 高 出 20% ， 最 终 收 于 每 股
10.15元，涨幅达43.97%。募集资金将全部

用于发展主营业务，包括采编设备高清化
改造项目 、大型季播节目制作项目 、电视
剧播映权运营项目以及演播制作中心建
设项目。

中广天择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年，定位做“优质视频内容提供商”，主
营业务是电视、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等视
频内容的制作、发行和营销，以及电视剧版
权运营。 荩荩（下转2版①）

湖南日报8月11日讯（记者 贺佳）今天上
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主持
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传达学习贯彻第六次
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精神， 部署推进
新兴优势产业链发展。

省领导许达哲、李微微、乌兰、陈向群、
傅奎、黄关春、黄兰香、王少峰、蔡振红、胡衡华、
谢建辉、黄跃进、韩永文等参加会议。

会议充分肯定我省自1998年开展对口援
疆以来， 各级各部门特别是各批次援疆干部
所作的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会议指出，第六
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回顾总结了过
去20年的援疆工作， 明确提出了今后援疆工
作需要坚持和把握的重要原则和工作要求。
要认真学习领会，深入贯彻落实，旗帜鲜明讲
政治、讲大局，围绕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
久安总目标， 精准精细抓好我省对口支援吐

鲁番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221团各项重点
工作。要创新开展产业援疆，充分发挥受援地
资源优势，既为当地社会稳定、长治久安创造
条件，也为湖南更好对接“一带一路”、实施创
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拓展新空间。 要切实加
强民生援疆，聚焦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民
生领域精准发力， 积极帮助受援地解决具体
实际困难， 不断提高当地人民群众生活质量
和水平，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会议强调，产业兴、湖南兴，产业强、湖
南强。加快推进新兴优势产业链发展、着力
振兴实体经济，是湖南落实“一带一部”区域
定位、贯彻“中国制造2025”行动计划的具体
举措， 也是实现中部崛起的基础和保障。各
地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工作重
心转移到抓产业上来，从20个新兴优势产业

链中找准工作着力点，大力推进制造强省建
设，着力振兴实体经济，加快构建现代产业
体系，不断增强区域综合竞争力。产业链一
头连着创新链，一头连着资金链。要围绕产
业链部署创新链、 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
依托创新链、资金链支撑产业链，推动产业
集聚集群发展、向上下游延伸，不断提高产
品附加值，提升产业集中度。要保持定力、精
准发力，针对不同产业链的特点和个性化需
求实施“一链一策”，聚焦重点行业、重点企
业、重点技术攻关和关键环节打好政策组合
拳，围绕产业链上的上下游企业开展精准招
商，加快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军民融合、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努力打造一批在全国有
影响有地位的产业集群、产业基地、领军企
业和核心品牌。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杜家毫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传达学习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精神
部署推进新兴优势产业链发展

长沙五一绿化广场
绿化基本完成
8月11日，长沙中

心城区最大的绿化广
场———五 一 绿 化 广
场， 主体工程及广场
绿化项目已基本完
成， 新栽种的草木郁
郁葱葱，生机盎然。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湖南日报8月11日讯 （记者 左丹）今
天下午， 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对外公布了湖
南省2017年普通高校招生高职专科批平
行一志愿投档分数线， 记者发现有多所高
校分数线接近甚至超出了本科三批录取
控制分数线， 其中文史类以深圳职业技术
学院最高，达到462分，高出本科三批录取
控制分数线21分；理工类以北京电子科技
职业学院最高，达到416分，高出本科三批
录取控制分数线33分。

在湘部分高职专科院校中， 长沙民政
职业技术学院文史类441分， 理工类383
分，均达到了本科三批录取控制分数线；长
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文史类409分， 理工
类368分； 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文
史类404分，理工类344分；湖南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文史类405分， 理工类356分；湖

南民族职业学院文史类403分，理工类355
分； 湖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文史类
419分，理工类367分；湘南幼儿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文史类400分， 理工类344分。各
院校具体投档分数线， 考生可登录湖南省
教育考试院官网查询。

高职专科批录取时间为8月12日至20
日， 在湘招生院校共566所， 招生计划为
122688人。高职专科批平行一志愿完成录
退确认后，省教育考试院将于8月16日前
公布未满额院校的第一次征集志愿计
划，考生填报征集志愿的时间为8月16日
8时至18时；第一次征集志愿完成录退确
认后仍不满额的院校， 省教育考试院将
于8月19日前公布其第二次征集志愿计
划，考生填报征集志愿的时间为8月19日
8时至18时。

湖南日报8月11日讯 （通讯员 黄勇华
欧阳静子 记者 周月桂）今年以来，我省外
贸保持“跑步前进”的态势，前7个月进出口
同比增长近七成。长沙海关今天发布统计数
据称，2017年1至7月， 湖南省进出口总值
1209.1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同期增长67.4%。
其中，机电产品出口额达354.5亿元，占同期
全省出口总值近一半，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

长近1倍。
据海关统计，1至7月， 我省出口773.6亿

元，增长68.1%；进口435.5亿元，增长66.1%。7
月，我省进出口总值202.7亿元，增长67.1%。
一般贸易进出口占比达七成； 加工贸易增长
迅猛，达77.9%。香港为我省主要贸易伙伴，1
至7月，我省对香港双边贸易额为204.4亿元，
增长80.8%；对美国、日本和东盟、欧盟等其他

贸易伙伴进出口均不同程度增长。
机电产品为主要出口商品，高新技术产

品出口增长近1倍。1至7月，我省出口机电产
品354.5亿元，增长78.1%，占同期全省出口
总值的45.8%； 出口高新技术产品111.5亿
元，增长98%；服装、鞋类、箱包、玩具等传统
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均有所增长，其中玩具
出口14亿元，增长21.4倍。

进口以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为主，
进口铁矿砂及其精矿等资源类产品不同程
度增长。1至7月， 我省进口机电产品192亿
元， 增长68.9%， 占同期全省进口总值的
44.1%； 进口高新技术产品67.9亿元， 增长
98.9%，占同期全省进口总值的15.6%。

前7月全省进出口同比增长近七成
机电产品出口额占同期出口总值近一半，高新技术

产品出口增长近1倍

长沙经开区汽车产业逆势高增长
全年产值有望突破千亿

中广天择登陆A股市场

湖南在境内上市文化企业达8家

高职专科批平行一志愿
投档分数线出炉

高考招生关注

科技播撒“脱贫的种子”

童星
闪耀
8月11日下午，

小选手在表演精彩
的文艺节目。当天，
湖南省第 十 六 届
“三湘蒲公英”奖
评选活动优秀节
目展演暨颁奖典
礼在省文化馆群星
剧场举行。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龙文泱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8月11日讯 （记者 冒蕞 ）
今天下午，全省推进中央环保督察整改工
作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在长沙召开，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
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
精神， 全面压实环境突出问题整改工作责
任。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强调，要切实
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四个意识”，落实新发
展理念， 坚决扛起中央环保督察整改的政
治责任，以钉钉子精神将问题整改到位，坚
持协同作战、突出标本兼治，坚决打好环境
治理战役。

省委常委、 常务副省长陈向群主持会
议并宣读了《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整改
工作方案》。省领导何报翔、隋忠诚、张剑飞、
向力力、杨光荣、赖明勇，省政府秘书长王
群出席会议。

许达哲指出， 抓好中央环保督察反馈
意见的整改落实，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生
态文明建设重大部署的具体行动， 是检
验我们“四个意识”强不强、政绩观正不
正确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不牢
的“试金石”，也是衡量各级执行力、落实
力的重要标尺。 我们要切实扛起中央环
保督察整改的政治责任， 既要大力整改
环境突出问题，防控化解潜在环境风险；

又要依法依纪追责问责，形成对不作为、
乱作为和违纪违法行为的高压态势；更
要把督察整改当作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实
际行动，坚决防止新的污染产生，坚决不
要带污染的GDP。

许达哲强调， 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中
央环保督察整改， 向中央和人民交上满意
答卷。要从思想根源上剖析问题和原因，切
实解决发展理念和政绩观的问题。 要严格
落实整改问题清单要求， 在规定时限内整
改到位，确保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要
坚持协同作战，全省上下齐抓共管，部门之
间协同发力。要突出标本兼治，将督察整改
与湘江保护与治理“一号重点工程”、洞庭
湖五大专项整治行动和全省环境治理战役
“夏季攻势”一起统筹推进，用最严格的制
度措施来管环境、抓治理。

许达哲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落细落
小任务，强化督查问责，充分发动群众，调
动社会力量， 切实增强落实中央环保督察
整改的合力和执行力，以最坚决的态度、最
迅速的行动、最有力的措施抓好整改，坚决
打赢环境治理战役， 以生态强省建设的优
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会上，湘潭市、岳阳市、省水利厅负责
同志作了表态发言，各市州、各省直单位认
领了整改任务清单。

� � � � 许达哲在全省推进中央环保督察整改
工作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

切实扛起整改政治责任
坚决打好环境治理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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