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9月6日讯（记者 刘勇 张尚武
通讯员 肖玉泉）2000多万元的土地出让金，
对财力偏弱的宁乡县沩山乡而言， 诱惑力非
同一般。但为了易地扶贫搬迁，乡党委、乡政
府婉拒开发商，把寸土寸金地让与贫困户。

今天， 沩山乡祖塔村贫困户王志阳喜迁
新居，搬入集镇上的“千手爱心大屋”，他高兴
得点了一串鞭炮。 乡党委书记黎国君感慨：
“鞭炮声里听民意，带劲！”

“千手爱心大屋”是沩山乡的易地扶贫搬迁
项目，王志阳的新居仅是其中一套。这里处于沩
山集镇居民公认的黄金地段，紧邻交通主干道，
对面就是国家4A级景区———宁乡密印景区。

据介绍，该黄金地段共41.08亩，原计划招
商开发。一家企业打算来发展养老产业，另一
家则想围绕“沩山毛尖”建茶叶交易市场。去年
3月，乡党委、乡政府开会讨论易地扶贫搬迁项
目选址，黎国君提出，把这一黄金地段拿出来，

为贫困户建“千手爱心大屋”。
黎国君的理由是，这片地已完成调规、征

地等前期手续，能以最快速度搞建设；这片地
位置最佳，能让贫困户打消“故土难离”顾虑，
心甘情愿搬迁；“安居”之后，贫困户能依托密
印景区实现“乐业”。

沩山号称宁乡的“小西藏”，多数地方“开
门见山”。乡财政所的同志提醒，全乡平地不
多，集镇上这块地更是寸土寸金，两家开发商
无论谁来，乡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都在2000
万元以上。黎国君说：“要算经济账，更要算民
生账。扶贫是第一民生工程，我们就要拿最好
的资源来帮扶。”最终，大家都表示同意，两家
开发商随后就收到了婉拒开发的信息。

今年6月初，为92户贫困户打造的“千手爱
心大屋”迎来第一批主人。截至今天，已有72户
贫困户喜迁新居，按政策每户都获得了一套居
室、一个商铺门面和一个杂物间。首批搬迁户
严乐平如今已开起了小卖部，他坦言：“此前一
直担心，搬出来只有地方住，没有挣钱门路；现
在才发现，这里条件太好了，靠着景区做点生
意，长期有稳定收入，轻轻松松就能脱贫。”

今年7月1日， 沩山乡遭遇特大洪灾，58户
人家的房子全倒或重度毁损，需要政府救助易
地重建。乡党委、乡政府开会讨论受灾群众易
地建房点时，大家一致提议并决定：把集镇黄
金地段余下的小部分土地拿出来，再在旁边新
征收一点土地，提供给受灾群众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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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李治

中巴跨境产业联盟会长于明坤， 中安
安产实业集团董事长、总裁刘震等一批中外
客商近日先后抵达长沙。

长沙黄花综合保税区9月7日举行“开放
崛起临空领航” 专题招商推介会暨项目集中
签约仪式，156位客人受邀而来。

这次签约，将为湖南每年新增10亿美元
的外贸进出口额。

大势
这是长沙黄花综合保税区新一轮重大招

商引资活动。
除省商务厅与上海深蓝亿康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签约的“跨贸云”项目以外,长沙黄花
综合保税区管理委员会将分别与10个项目
单位签约：中巴跨境产业联盟、费舍尔控股集

团联合投资的跨境贸易产业与人工智能产业
项目， 福建雯峰珠宝有限公司黄金加工
项目……签约的11个项目，涉及保税加工项
目3个，保税贸易项目4个，保税物流及保税
贸易项目3个，保税服务项目1个，预计年实
现进出口额10亿美元。

长沙黄花综合保税区处在长沙临空区核
心地带。去年9月29日实现全面开工，仅半年
多时间已建成了基本成型的现代园区。此前，
已举行过3次重大招商项目签约活动。累计签
约项目27个， 预计实现外贸进出口额达26.6亿
美元。而这次签约,更是长沙黄花综保区加速
腾飞、飞向蓝天的又一次绝佳机会。

随着各项工程优质高效建成， 长沙黄花
综合保税区主动顺应客商需求， 全面做优软
硬发展环境，区位、功能和政策的“洼地效应”
不断凸显， 吸引了省内外优势产业向园区集
中、资源要素向平台集聚。现有在谈项目120

多个，已有80多家公司在综保区办理工商注
册，同步投产运营公司已达30多家，涵盖保
税加工、保税物流、保税贸易和保税服务等产
业。

地处内陆， 湖南的进出口总额在全国一
直排名靠后。 湖南每年使用进口药物200亿
元， 但所有进口药品都需要从外省口岸入境
再运进来。在黄花综保区，进口药品仓库已经
建成，进口药品指定口岸本月将迎来验收，而
入境水果指定口岸也有望年内获批。

一家家客户，一行行数字，一次次签约，
数字累加看似简单， 其背后却是湖南从内陆
大省向开放强省转变的不懈追求。

蓄势
客商看中的， 是这方热土的战略远见和

真诚服务。
荩荩（下转3版）

新华社银川9月6日电 2017中国-阿
拉伯国家博览会 6日在宁夏银川开幕 。
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信，对会议的召开表
示热烈祝贺。

习近平指出， 中国同阿拉伯国家是好朋
友、好伙伴。历史上，中阿因丝绸之路相知相
交。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中阿成为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合作伙伴，双方互利
合作领域越来越广，成果越来越实。

习近平强调，在今年5月举行的“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我提出要将“一带
一路”建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
新之路、文明之路，得到阿拉伯世界积极响应
和广泛支持。本届博览会突出“务实、创新、联
动、共赢”主题，契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理
念，为中阿拓展合作搭建了重要平台。中国愿
同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一
带一路”建设共享机遇，共促和平。

习近平向2017中国-阿拉伯国家
博览会致贺信

跨境招商势如虹
———长沙黄花综合保税区引资侧记

湖南日报北京9月6日讯 （记者 杨元崇）
今天，由国家民委主办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建州60周年成就展在北京民族文化宫
开幕，国家民委主任巴特尔参观成就展。

国家民委副主任陈改户宣布成就展开
幕。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全国人大华侨
委员会副主任杨邦杰，湖南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刘莲玉等出席成就展开幕式 。当
天，自治州还在北京相继举行了建州60周
年庆祝活动新闻发布会和招商引资暨文
化旅游推介会。

成就展通过“亲切关怀”“辉煌成就”“精
准扶贫”“民族团结”“展望未来” 五大板块，
展示了自治州改革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

1957年9月20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成立。2016年，自治州城乡居民收入分别
为20810元、7413元，比1956年分别增长268
倍、282倍， 人民生活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

向全面小康迈进的历史性跨越。2014年至
2016年，自治州累计减少贫困人口35.0445
万，贫困发生率降至16.14%，进入了减少贫
困人口最多、农村面貌变化最大、贫困群众
增收最快的历史时期。

新闻发布会介绍了自治州将举行成立
6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情况。 庆祝活动包括
庆祝大会暨大型民族歌舞表演、自治州博物
馆非遗馆开馆暨建州60周年成就展开展仪
式和中央、省祝贺团看望慰问少数民族群众
代表、中央民族歌舞团慰问演出等9大活动。
州庆期间， 自治州还将承办2017年湖南省
第八届旅游博览会、首届武陵山旅游产业博
览会、旅游发展高峰论坛、重大招商项目签
约、旅游产品商品展销等系列活动。

在当日举行的招商引资暨文化旅游推
介会上，71家重要客商、55家重点旅游企业
参加了推介会。

自治州建州60周年成就展亮相北京
巴特尔参观成就展

9月5日，江华瑶族自治县，新修的X081公路贯穿涔天河水库库区，主体工程已经完工，预计本月15日正式通车。该公
路是涔天河大坝至水口镇的主要干道，全长53.03公里，是库区道路复建的重点项目。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通讯员 李光平 摄影报道

宁乡县沩山乡婉拒开发商，把位置最好的土地用于易地扶贫搬迁———

寸土寸金地 让与贫困户

“以人民为中心”的生动诠释■短评

湖南日报记者 蒙志军 李国斌
通讯员 李光平 黄志东

入秋的江华瑶族自治县瑶山里，已经开
始有寒气，却抵挡不住勤劳人们的脚步。

8月28日一大早，大圩镇中南大学农村
电商创业孵化基地就热闹了起来。大圩镇长
山村的乡亲们送来了20只鸡、10箱土鸡蛋、
10公斤香菇。

“质量检测、品牌包装后，通过‘瑶都优
品’的电商平台，很快就可以卖出去。”基地
负责人魏盛花高兴地说。

魏盛花的家也在长山村，从村部还要走
3.5公里的泥巴路才到她家。 那里是高寒山
区，山多田少，以前连饭都吃不饱，绝大多数
家庭都是贫困户。

一两年前，她与祖祖辈辈住在山上的农
民一样，不知道啥叫“电商”。如今，她已是一
个电商平台的“掌柜”。

2016年，中南大学驻长山村扶贫队，启
动建设手机电商平台“瑶都优品”，帮助村民
销售土特产品。扶贫队员、长山村第一书记
朱徐说，为了及时沟通和发布信息，扶贫队
给村里的贫困户发放了105台智能手机。同
时，扶持有头脑、有干劲的村民发展种植和
养殖。魏盛花就利用山林放养了5000只鸡。

今年1月，“瑶都优品”上线，魏盛花养的
鸡也到了可以出售的时候。“我在‘瑶都优
品’上发布信息，很快就有人下单。”魏盛花
说，到8月底，她通过线上线下累计销售土鸡
2000余只、土鸡蛋近2万枚，直接创收20多
万元。

在养鸡的同时， 魏盛花现在又开始搞
“农家乐”。她花费10万元，依山就势建起一
座有民族特色的民宿，另两座也在计划中。

魏盛花的“网络奇遇记”，只是长山村的
一例。这个位于瑶山深处的村寨，过去是偏
僻、闭塞、贫困的地方。腊肉、土鸡蛋、红薯粉
等瑶山特产，藏在深山人未识。

近几年，国家大力发展“互联网+”，农村
电子商务方兴未艾。 各大电商平台都不约而
同把触角伸向农村， 同时一些村寨也自发建
起了电商平台。一个要下乡，一个要上网，农
民和电商在瑶山里激情相拥。 荩荩（下转5版）

长山村：一“网”架通脱贫路
———“小村故事”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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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9月6日讯（记者 陈昂昂）今天
下午，省政协主席李微微赴株洲调研政协微
建议试点工作。她指出，要开阔思路，运用创
新的思维方式与手段，推动政协微建议试点
工作更好地开展。

省政协副主席张大方，秘书长卿渐伟参
加调研。

微建议是湖南各级政协委员针对社会
生活中人民群众关心的具体问题，通过“湖
南政协云”向党委、政府提出并交有关单位
处理的意见建议。 微建议有着严肃可行、具
体单一、短小精悍、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
近基层、坚持问题导向、实事求是等特点；能
拓展和畅通党委、政府听取各界群众意见的
渠道，更好地助推党委、政府的微建设、微服
务。今年7月19日，株洲市被选为省政协运

用政协云拓展履职领域5个试点单位之一。
座谈会上，李微微一行听取了今年以来株洲
市政协工作情况与株洲市政协云和微建议
试点工作情况的汇报；观看了微建议操作流
程演示。与会人员还进行了互动交流。

李微微对株洲市政协今年以来取得的
成绩给予肯定，并对株洲市委、市政府为政
协微建议试点工作所提供的支持表示感谢。

“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李微微
指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群众表达诉
求的愿望越来越强烈，需要提供更多的制度
性通道，来反映人民群众日益多元化多样化
的诉求，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用好政协
云平台，让人民群众感受到政协委员就在身
边，打通委员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荩荩（下转2版）

李微微在株洲调研政协微建议试点工作时指出

开阔思路，创新推进微建议试点工作

湖南日报9月6日讯（记者 张福芳）为深
入贯彻落实省委、 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和省
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8月30日
在华菱集团调研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娄底市
上下目前正在加快涟钢“三供一业”（供水、供
电、供气及物业管理）分离移交工作，并力争
在今年9月底基本完成目标任务。

涟钢“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工作，是国企

“瘦身减负”、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
举措，也是省委、省政府的重大决策部署，必
须确保在今年底完成。娄底市委、市政府自我
加码，把时间前移，提出在今年9月底基本完
成目标任务。目前，有关各单位正通力合作，
分离移交工作顺利推进。截至9月2日，直供
水提前全面完成改造移交任务，直供电预计9
月底可全部完成改造移交任务， 直供煤气改

烧天然气移交工作已全部完成10.5公里总管
铺设施工任务， 具备了装表改烧天然气并移
交的条件。

9月4日下午，娄底市委书记李荐国在华菱
涟钢调研时表示：“全市上下要不讲价钱、不打
折扣、不留尾巴做好涟钢‘三供一业’分离移交
工作，齐心协力建设娄底‘钢铁新城’。”

据介绍，今年，涟钢抢抓市场机遇，持续
加快产品结构调整，深入开展攻关挖潜，落实
各项改革措施，推动经营业绩持续向好。1至
8月，涟钢累计产钢463万吨、铁415万吨、材
456万吨， 实现销售收入239亿元， 利润12.25亿
元，利润较去年同期增长60%。

娄底着力为国企“瘦身减负”

涟钢“三供一业”加快分离移交

库区新路

新华社北京9月6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6日应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当前，中美各领域交往与合
作继续推进。 两国外交安全团队和经济团队
保持密切沟通， 双方正在筹备首轮中美社会
和人文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中方重视
总统先生年内对中国的国事访问， 希望双方
团队共同努力，确保访问取得成功。

特朗普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保持密切
沟通、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协调十分
重要。我期待着年内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并
同习主席再次会晤。

两国元首重点就当前朝鲜半岛局势交
换了看法。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不移致力
于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维护国际核不扩散
体系。同时，我们始终坚持维护朝鲜半岛和
平稳定，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要坚
持和平解决的大方向， 解决朝鲜半岛核问
题，归根结底要靠对话谈判、综合施策，积极
探寻长久解决之道。

特朗普表示，美方对当前朝鲜半岛形势
的发展深感关切，重视中方在解决朝核问题
上的重要作用，愿加强同中方的沟通，尽早
找到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的办法。

习近平应约同特朗普通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