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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成立60周年
还有 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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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彭业忠

巍然屹立的武陵山，像一面红色旗帜，高高
飘扬在湖南的西部。自治州是一块红色的土地，
是湘鄂川黔苏维埃政权所在地，红二、六军团长
征出发地。 在武陵山腹地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生活着300万土家苗汉各族人民。

1957年9月6日，国务院举行第57次会议，
通过了关于设置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决
定。当年9月15日，自治州第一届人民代表大
会在吉首举行，并于9月20日选举产生了第一
届州人民政府领导班子。从此，60年来，9月20
日就成为土家苗汉各族人民欢庆自治州成立
的“州庆日”。

从9月上旬开始，记者穿行在土家苗寨，感受

这里的沧桑巨变，见证镌刻在武陵山上的奇迹。
“60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

府亲切关怀下，自治州历届党委、政府坚持一
张好的蓝图干到底， 以创新和开放为战略牵
引，创新提质、特色赶超，经济社会长足发展，
城乡面貌变化巨大，人民生活蒸蒸日上，努力
实现在武陵山区率先崛起。”自治州州委书记
叶红专感慨万端。

基础设施大跨越，百姓获得感、
认同感空前提高

9月14日，古丈县至吉首高速公路正式通
车。至此，自治州8个县市和湘西经开区全部
通了高速公路。

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行官”。
60年来，自治州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交了

一份振奋人心的成绩单， 建成了一大批交通、
水利、电力、通讯等项目。特别是“十二五”以
来， 累计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800多亿
元，年均增幅达20.4%，基础设施建设进入建州
60年来投入力度最大、发展变化最快的时期。

交通建设，突飞猛进。曾经的自治州，群
山阻隔、交通闭塞、民生维艰。为打开山门、畅
通内外，建州60年来，掀起了一次又一次交通
建设热潮， 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突破：1959年，
实现县县通公路；1978年12月，第一条铁路枝
柳铁路自治州段建成通车；2008年12月，常吉
高速通车；2012年3月和12月， 吉茶和吉怀两
条高速公路通车； 荩荩（下转2版）

镌刻在武陵山上的奇迹
———写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建州60周年之际

� � � � 邵阳，千年古城，湘中重镇，我省第一人口大市 ，新晋的
“国家卫生城市”。曾经是我省重要的工业基地和5个省辖市之
一，也是改革开放后我省民营经济的发祥地和最活跃的地区。

为重振邵阳雄风 ，近5年来 ，全市干群奋起拼搏 、砥砺前
行，成绩斐然。全市基础设施大幅改善，经济快速增长，城市面
貌焕然一新，民生福祉持续改善，对外开放独树一帜。为实现
建设“湖南省域副中心、湘中湘西南经济文化中心和全国区域
性交通枢纽”的战略目标，邵阳正在不懈努力！ 4、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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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蓉国里尽朝晖·邵阳篇

■对接自贸区提升大平台

【编者按】
对外开放，离不开平台支撑。近年来，我省开放型平台建设硕

果摇枝。目前，我省拥有3个一类开放口岸、14个口岸作业区，初步
形成了立体开放体系； 拥有5个综合保税区、2个保税物流中心（B
型）、9个保税仓库、17个海关监管作业场所，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数
量居中西部第一位； 在全省各地建设了15个国家级产业园区，在
境外设立了7个产业园区。 各类开放平台将口岸功能内移延伸到
内陆地区，极大地拉近了湖南与世界的距离，为湖南对接融入“一
带一路”和实施“开放强省”战略奠定了重要基础。现刊发《湖南省
开放型经济平台名录》，供各类投资主体参阅对接。 6、7版

湖南日报记者 孟姣燕

用3天时间，推介锦绣潇湘。
9月19日至21日，“湖南旅游第一展”———

2017中国湖南（第八届）旅游产业博览会，将以
“锦绣潇湘 神秘湘西”为主题，在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吉首市举行。展会期间，将赠送30
万元打车券，供观众绿色出行、便捷看展。

荟萃潇湘最美风景
芙蓉国里尽朝晖。

常德桃花源、洪江古商城、涟源大龙山……14
个市州的景区景点、旅游商品、民俗文化，荟萃
于这场芙蓉国的盛宴，3天时间，尽情演绎锦绣
潇湘最美一面。

作为主场，自治州更是大放光彩：战国古
城里耶古镇，挂在瀑布上的芙蓉镇，湘西第一
古镇浦市古镇，沈从文笔下的边城茶峒，发源
于夏商时期的乾州古城，“中国最美小城”凤凰
古城……众多湘西古镇名城将在自治州相关
展馆展出。还有5亿年前的海底奇观红石林、苗
人圣山吕洞山、精准扶贫首倡地十八洞村等特

色景区景点也将同台竞妍。
连续3天举行的专场推介会也将精彩纷

呈。土家族、苗族、侗族等多个民族和地方的
传统节目将一一上演，为观众献上一顿民俗
大餐。

聚焦旅游产业发展
全域旅游、 旅游扶贫……本届旅博会上，

这些新词汇将得到深入解读，并将探讨落地的
举措。

荩荩（下转10版①）

———聚焦2017湖南旅博会

2017中国湖南（第八届）旅博会明天开幕
房车、直升机免费体验，30万元打车券邀您免费看展

湖南日报9月17日讯（通讯员 程卉）
今天，2017中国食品餐饮博览会在长沙
国际会展中心闭幕。4天来，前来参观、采
购者达12万人次，比上届增加36.3％；现
场销售额预计突破5000万元。

本届食餐会由商务部、 省政府共
同主办。 展会展览规模达到6万平方
米，参展企业1200家，涵盖国内外多家
食品、餐饮品牌企业。此次食餐会还为
行业搭建了高规格的一站式商贸交流
平台，各大展区人气很旺。公众开放日
期间， 长沙及周边地区众多消费者蜂

拥而至。
“互联网+”是本届食餐会最大亮点

之一。快乐购、京东集团、苏宁云商等企
业集中亮相， 现场观众可体验刷二维码
送礼、 线下体验线上购买等互联网新型
购物方式。现场还设立了电商扶贫馆。此
外，展会上设置的22场活动，如第二届中
国食品工业互联网峰会、 第二届湖南省
零售采购对接会暨湖南油茶产业专场推
介会、长沙酒文化节湘酒高峰论坛、2017
“互联网＋老字号”线上线下推广活动等
轮番上演，精彩纷呈。

2017中国食品餐饮博览会闭幕
参展企业1200家，4天纳客12万人次

� � � � 图为矮寨
特大悬索桥。

通讯员 摄

湖南日报9月17日讯 （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宋小电 ）离“十一”黄金周只有
15天，张家界市严阵以待，对全市涉旅
领域展开“大排查、大整治、大管控”。今
天，张家界市安委办根据该市“智慧旅
游”系统对游客实时监控的情况，开始
安排对景区购物场所、旅游用车、索道、
电梯等接待设施和重点区域分时段进
行隐患排查。

作为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 张家界
游客量常年居我省前列，今年以来，累计
接待游客已突破3000万人次，创历史新
高。预计今年“十一”黄金周期间，全市游
客将高达250万人次。“确保旅游安全是
张家界安全生产大检查的‘重中之重’。”
张家界市安委办负责人告诉记者， 全面
铺开安全生产大检查2月余，全市开展检
查执法2143次， 出动执法人员45467人
次，下达执法文书1500份。

“‘智慧旅游’系统是确保涉旅领域
大检查卓有成效的‘利器’。”张家界市安

委办负责人介绍，“智慧旅游” 系统是张
家界市今年投入使用的旅游大数据应用
平台， 除可为游客提供详尽的旅游服务
外，公安部门将“天网”电子视频监控系
统数据接入平台， 实时为监管部门维护
各主要景区景点、 交通要道的人流车流
情况及旅游秩序提供依据； 平台还设定
数据分析功能，设立电子预警系统，确保
在景区景点发生紧急突发事件时， 能第
一时间发出警报，调动安监、旅游、质监、
运管、交警等多部门联合执法，合力保障
游客生命财产安全，维护旅游环境。

依托这一高科技平台，1至8月，张家
界确保3000余万游客在景区景点期间
“零事故、零险情”。针对今年“十一”黄金
周可能出现的游客量“井喷”，张家界市
还将进一步提高紧急救援能力，建立“10
分钟景区安全应急救援圈”，一旦“智慧
旅游”系统发现景区景点出现安全险情，
将联动巡逻中的消防、 城管、 保安等队
伍，10分钟内赶赴现场实施救助。

湖南日报9月17日讯 （记者 彭雅
惠 ）今天，省安监局发布消息，下半年
烟花爆竹生产旺季伊始， 省内多家烟
花爆竹企业即因存在重大安全隐患被
责令停产整顿。

为加强烟花爆竹旺季安全生产，9月
12日至14日，省安监局派遣两个执法组分
赴浏阳市、醴陵市，对烟花爆竹生产企业、
批发公司、零售门店等开展“双随机”抽查。

每到一家企业， 检查组都详细查阅
各类复产验收资料， 查看企业内外部安
全距离、厂房布局、安全条件等，重点检
查企业危险品中转库、药物库、成品库是
否存在超负荷、 超量、 超许可范围生产
等，排查防火、防雷、防静电、防护屏障等
安全措施是否符合标准， 审查企业落实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情况等。

荩荩（下转10版④）

安全大检查 全省在行动

张家界“智慧旅游”保游客平安
1至8月， 确保了3000余万游客在景区景点期间

“零事故、零险情”

省安监局检查组突击检查安全生产

三家浏阳烟花爆竹企业被责令停产

湖南日报9月17日讯 （记者 王文
通讯员 章文正）随着蓝思科技浏阳经开
区南园新基地全面投产日益临近， 蓝思
科技产业工人需求量大增。 其人力资源
部相关负责人今天透露， 公司现正在省
内外大规模招工，目前尚有1万人的用工
缺口。

“蓝思科技南园新基地主要为手机生
产玻璃后盖。”蓝思科技人力资源部经理杨
义情介绍，随着5G信号和无线充电等新技
术投入使用， 玻璃后盖在手机上应用将成

为新趋势。“以前一部手机只要一块玻璃，
今后将要两块玻璃。”杨义情说，这一翻倍
效应，将给企业带来跨越式发展。

目前， 蓝思科技南园的厂房已部分
完成， 有一些房子在进行装修以及机器
设备、配套设施安装。据测算，南园新基
地10月将全部投产，预计需要1.5万名一
线产业工人。 为协助蓝思科技做好招聘
工作， 浏阳各部门开展了新一轮专场招
聘活动。9月以来， 已招到近5000名工
人，目前尚有1万人缺口。

蓝思科技新基地即将投产
急需招聘1万名产业工人

湖南日报9月17日讯(记者 易禹琳)记者今
日获悉，9月15日晚， 第六届坡州图书奖（Paju�
Book� Awards） 颁奖典礼在韩国坡州出版城

（Paju� Book� City）举行。钟叔河先生和由他主
编、岳麓书社出版的“走向世界丛书”荣获坡州图
书奖之特别奖（Special� Award）。岳麓书社重点

项目和学术著作编辑部主任、“走向世界丛书（续
编）”主编杨云辉代钟先生前往坡州领奖。

坡州图书奖将特别奖颁发给钟叔河以及他
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以奖励37年间他持之以
恒出版超过100种图书的努力。 钟叔河用他出色
的批判性思维讨论了时代和历史的变迁， 从而展
现了一个编者真正的风貌。 荩荩（下转10版③）

湖南日报9月17日讯（记者 熊远帆）9月16
日晚 ，2016年度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湘
剧———《护国》在中国国家大剧院上演。

湘剧《护国》由长沙市湘剧保护传承中心
创排，撷取了护国战争前夕最具戏剧性的一段

时刻，以蔡锷将军与袁世凯之间的周旋和斗争
为主线，于惊心动魄的戏剧冲突中展示了一个
世纪前的时代风云和蔡锷非凡的人格魅力。

主人公蔡锷由长沙市湘剧保护传承中心
主任罗志勇饰演，袁世凯由“文华奖”“梅花奖”

双料得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湘剧代表性
传承人曹汝龙饰演，女高音歌唱家、表演艺术
家黄虹及湘剧青年演员周帆出演蔡锷夫人。在
音乐上由湖南交响乐团担纲管弦乐部分的伴
奏，突出湘剧“一唱众和”的独特风格。舞美设
计充分发挥中国戏曲的简约写意风格，并吸收
电影、音乐剧等表现形式，呈现多元化的特点。

荩荩（下转10版②）

湘剧《护国》登台国家大剧院

第六届坡州图书奖揭晓
钟叔河和“走向世界丛书”获特别奖

“蛟龙”卧大地
9月17日，长沙市望城

区长株潭城际铁路西延线
高架桥，好似“蛟龙”卧大
地。当天，长株潭城际铁路
西延线全线长钢轨焊接全
部完成，为年底按期实现开
通运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赵飞 摄影报道

距2017年泛珠三角区域合作行政首长
联席会议
还有 天6

湖南省开放型经济平台名录

相关报道见3、12、13版

■好文

还有哪里比湘西更美 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