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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0月7日讯 (记者 杨军 通讯
员 王顺成) 在前不久结束的第四届“创青
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大赛主体赛上，益阳
市农村电商企业湖南美食汇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代表陈灿，获得了总决赛农村电商组铜
奖。 原来做酱卤菜生意的陈灿，2014年注册
成立湖南美食汇， 利用网络平台销售食材，
成为目前我省网上最大最专业的特色食材
供应平台。

湖南美食汇是近年来益阳发展“互联网+
现代农业”， 促进农产品销售从传统模式向
新型经营业态转变的一个典型。 目前，益阳
市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触网” 率超过50%， 农产品年交易额过
1000万元的电商企业有21家，其中3家过亿
元。全市农产品电商年交易额在全省位居前
列。

自2014年起， 益阳每年安排500万元，
对电商平台建设、 人才培训等给予专项支
持。各县（市、区）也分别设立专项资金，重点
支持电商基础建设和应用普及。 目前，其中
心城区已形成高新区创业园、中南电商产业
园等4大电商企业集聚区。 南县“农村淘宝”
村级服务站覆盖率达25%。 桃江县电商产业
园已入驻企业16家。安化县农村电商综合服
务体系已建设便民惠民服务网点、商超服务
站点154个。

利用网络平台开放、放大的效应，益阳
农产品商品化率不断提高。 南县弘华、大鑫
和沅江虹光通达等龙头企业，专营鲜活农产
品，有效解决了农产品“卖难”。 资阳区远鹏
农场采用全新的“微代理商”推广模式，发展
会员7万多名，线下采取众筹模式，发展“恰
创客”生鲜食品门店10家。

益阳加速特色农产品品牌建设， 安化黑
茶、桃江竹制品、沅江芦笋、益阳水产品和休
闲食品等大批农产品成为“网红”，部分高居
全省电商销量榜首。 桃江县竹凉席电商销售
额占全国市场份额30%以上；该县桃花江镇株
木潭村竹凉席网上年销售额达3亿元，去年被
阿里研究院评为我省唯一的“中国淘宝村”。

湖南日报10月7日讯 (记者 奉永成 通
讯员 胡汉良 江洪渭 )国庆长假期间，位于
湖南湘江新区南端的大王山旅游度假区，数
百名工人正在加紧施工。这是农行湖南分行
信贷支持的湖南首个悬浮深坑上冰雪游乐
项目，预计2019年建成后，每年可吸引游客
1500万人次，产生旅游收入30亿元。

今年，农行湖南分行与湖南湘江新区发
展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为梅溪湖国际新
城、 大王山旅游度假区等核心片区开发、道
路建设、拆迁安置房建设等提供一揽子金融
服务，目前已投放贷款50多亿元。

农行湖南分行主要负责人陶伟梁介绍，
为全力服务好湖南实体经济，该行大力落实
“三进一退”战略：以服务优质大企业、政府
大项目为重点，全力做“大”；以基于个人住

房贷款综合性个人金融服务为重点，扎实做
“小”； 以服务新经济发展为重点， 积极做
“新”；以服务产业结构调整为重点，针对产
能过剩行业和企业，选择性“退”出。截至8月
末，该行对公实体贷款较年初净增403.97亿
元，同比多增304.79亿元，增量份额居全省
金融机构前列。

集中信贷资源， 农行湖南分行支持了蒙
华铁路、渝怀复线、黔张常等重点交通运输项
目，项目贷款余额508亿元。 参与湖南境内所
有铁路建设项目和长沙地铁1-6号线建设，
高速公路、铁路建设、电力能源贷款投放量居
国有四大行首位。 服务150家央企在湘分(子)
公司、143家湖南“旗舰”企业，贷款余额732亿
元。为中车、中航工业、三一重工、中联重科等
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客户授信195

亿元， 提供信贷支持85亿元。 积极支持企业
“走出去”，为华菱集团、湖南有色、湘潭电机
等客户办理“走出去”“一带一路”融资100多
亿元，位居全省金融机构前列。

围绕湖南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农行
湖南分行加大“三农”贷款投放力度，去年以
来净增投放400多亿元。 立足农业现代化和
农业规模经营，重点支持了红星实业、湖南粮
食集团、隆平高科等182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创新推出专业大户贷款、财银保、财银担
等服务“三农”特色产品，投放贷款20多亿元，
支持6000多个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 针对51
个贫困县域支行，逐行制订“一县一策”精准
扶贫金融服务方案，直接向近3万户建档立卡
贫困户发放精准扶贫贷款10多亿元， 通过支
持产业带动13.1万贫困人口脱贫。

新华社记者 王希 谭谟晓 许晟

改革，中国共产党的鲜明旗帜，当代中
国的时代特征。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以前所未有的决
心和力度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呈现全面发
力、多点突破、蹄疾步稳、纵深推进的良好态
势，谱写了改革新篇章，汇聚起发展新动能。

系统谋划，新一轮改革大潮涌起
全面深化改革，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中具有突破性和先导性的关键环节。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广大干部群众共同
为改革想招、一起为改革发力，主要领域“四
梁八柱” 性质的改革主体框架已经基本确
立，关键领域改革不断提速，全面深化改革
的大逻辑、大框架眉目日渐清晰。

这5年，改革集中推进。面对艰巨复杂的
改革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担任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以非凡的政治勇气
与智慧推进改革，用全局观念和系统思维谋
划改革，中央深改领导小组经济体制和生态
文明体制改革、民主法制领域改革、文化体
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党的建设制度改革、
纪律检查体制改革6个专项小组改革部署全
面展开。

这5年，改革全面深入。 坚持问题导向，
从体制机制层面入手， 兼顾眼前与长远，统
筹整体与局部，处理好顶层设计与“摸着石
头过河” 的关系……1500多项改革举措落

地见效，涉及范围之广、触及利益之深、节奏
推进之快前所未有。

这5年，改革成果显著。凭借动真碰硬的
勇气与壮士断腕的决心，各领域改革向中心
聚焦、向深处发力，成绩斐然，世所瞩目。

经济生态领域改革抓住阻力大、突破难
的“硬骨头”持续攻坚，改革支撑发展的动力
作用逐步显现； 民主法制领域改革稳慎论
证、主动作为，司法领域改革大步向前，司法
责任制改革全面铺开，立案难、诉讼难、执行
难的顽疾逐步破解；繁荣文艺发展的高含金
量政策密集出台， 基础性改革基本推出，文
化创新活力迸发。

社会领域改革聚焦脱贫攻坚、 教育医
疗、住房养老等民生热点，集中推出一批重
点改革举措，带给人们更多获得感；全面实
施改革强军战略，国防和军队改革取得历史
性突破，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实现深度
发展；党的建设全面加强，纪律检查体制改
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形成反腐败斗争压倒性
态势，党风政风焕然一新，党的执政基础和
群众基础更加巩固。

重点领域改革破局开路
经过30多年的发展， 改革步入深水区，

难关多了，考验多了。
全面深化改革，新在全面、难在深化。 面

对千头万绪的改革任务，既要敢啃硬骨头、打
攻坚战，也要遵循改革规律，讲究战术打法。近
年来，以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为突破口，全面
深化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 荩荩（下转4版）

农行给力湖南实体经济
对公实体贷款增量居全省金融机构前列， 净增“三农”

贷款投放400多亿元

益阳大批农产品成“网红”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触网”率超过50%

用好决定中国命运的
“关键一招”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成就综述

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档案】
陈永忠，52岁， 省林科院油茶研究所所

长， 国家油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专家，
2004年入党。 他先后获国家和部、省级科技
进步奖10多项， 获得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中国林业青年科技奖”“全国生态突出贡献
奖”“湖南省先进工作者”等荣誉。

【故事】
以油茶籽加工生产的茶油，被誉为“油

中软黄金”，但茶油的产量一直很低，平均每
亩产茶油仅3到5公斤， 年产值才200到300
元；加之油茶的育种周期长达15年，运气差
的话，会颗粒无收。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全国油茶
产业处在最低谷，许多油茶产区农民因茶油
产量低、 效益差而改种柑橘等其他经济作
物，科研经费也骤减，一些科研人员纷纷改
行另谋生计。

唯有培育杂交良种提高产量，才能拯救
油茶产业。

1985年，大学毕业的陈永忠进入省林科
院，接过了改良油茶品种的“长跑接力棒”。
“跑得就剩下我和王德斌老师两个人了。 从
1990年起， 我们靠着每年4000元科研经费
苦撑了几年。 ”陈永忠感叹道，“既然干了这
一行，就要干好。 ”

王德斌首次发现并选育的1株高产油茶
“雄性不育系”， 让杂交油茶育种“柳暗花
明”。 陈永忠采用的是与当时流行的杂交理
论冲突的种子繁育法，一般要6至8年才进入
生殖期。质疑声四起。所幸的是，苗子种下去
第二年，陈永忠看到了世界上最美的几朵油
茶花。

科技的耕耘，一份汗水就有一份收获。 陈
永忠选育的“湘林系列”油茶良种增产6倍以
上，最高达75.5公斤/亩，产值超过5000元/亩，
成为产区农民的“摇钱树”。

荩荩（下转2版③）

十九大代表风采

陆新华：守护矿工“安全通道”
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档案】
陆新华，41岁， 湖南宝山有色金属矿业

有限责任公司机运工区竖井维修队副队长，
2009年入党。 他坚守矿山井下一线维修岗位
20余年，先后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全国技术
能手、湖南省劳动模范、湖南省“十大技能大
师”等荣誉。

【故事】
控制室内，陆新华仔细盯着提升机的各

项监控数据，一丝不苟；控制室外，提升机带
着巨型的“笼子”上下穿梭400余米，响声轰
鸣。

这样看似枯燥的工作，陆新华一干就是
21年。“提升机既是井下运输矿石的‘咽喉’，
也是井下矿工上下班的‘安全通道’，必须保
证它的安全运转。 ”他说。

1996年8月， 从技工学校电工专业毕业

的陆新华，带着满腔抱负，来到宝山有色矿
业公司机运工区当了一名维修电工。

一次设备故障事件，重挫了陆新华“丰
满”的理想。那是1998年，公司井下一台设备
出现了电气故障， 单位集中了全部技术力
量，就是无法排除，最后不得不求助于远在
天津的生产厂家，公司为此支付了昂贵的维
修费用，导致停产20多天，造成了重大经济
损失。 作为公司重点培养的技术人员，这件
事让陆新华深深明白：没有在行业中叫得响
的精湛过硬技术，什么时候都直不起腰杆！

也就是从那时起，他下定决心要成为一
名电工行业的行家里手。 那些年， 他天天
“宅”在钻井塔内，与线路为伴。 陆新华啃完
了一本又一本专业书籍，摸熟了一台又一台
设备。终于，他在电工技术岗位上“冒了尖”，
成了公司的“技术达人”。

“有困难我先上，硬骨头我来啃”，这是陆新
华在工作岗位上的座右铭。 荩荩（下转2版②）

陈永忠：油茶花开 致富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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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苏莉 李国斌 周小雷

梦想激扬，初心不忘。 继往开来，征程豪
迈。 10月5日以来，七集政论专题片《不忘初
心 继续前进》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引发我省各界干部群众热议。 大家纷纷表
示，一定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旗帜，砥砺奋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努力奋斗，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
召开。

10月5日至7日，专题片相继播出第一集
《举旗定向》、第二集《人民至上》、第三集《攻
坚克难》。 专题片围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五年来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展现

决策理念、重要顶层设计酝酿提出的时代背
景、深刻内涵和奋力推进过程，充分表现了
党中央继往开来、逐梦前行的勇气、担当和
智慧， 全景展示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砥
砺奋进的壮阔征程，生动讲述五年以来打动
世界、激荡人心的中国故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举旗定向、谋篇布局、攻坚克难、
强基固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
展阶段。 ”观看专题片第一集《举旗定向》之
后，省社科院院长刘建武深有感触。 他说，五
年来，我们国家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
就，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进程中，新挑战、新问题、新矛盾层出不
穷，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

瞩、沉着应对，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提出了
“五大发展理念”“四个全面” 等重大决策部
署， 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了新阶
段。 当然，在新的阶段，又会有新的矛盾和问
题， 我们就是要继续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在
不断解决改革发展出现问题的实践中，满足
人民群众的新要求和新期待，不断开创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局面。

省委统战部政研室副主任王善松第一
时间观看了专题片，他说，《举旗定向》从五
年前的一次展览开始，通过历史和国际的比
较，深刻阐释了中国在过去五年发生历史性
变革和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根本原因，充分展
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不同于封闭
僵化的老路和改旗易帜的邪路的一条新路
正路。 荩荩（下转2版①）

砥砺奋进写新篇
———我省各界干部群众热议政论专题片《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 湖南日报记者 彭业忠 通讯员 吴红艳

10月7日，天气晴好。花垣县十八洞村的
游客依然熙熙攘攘。

记者来到76岁的有“十八洞村形象大
使”之誉的龙德成老人家，她握着记者的手，
激动地说：“我们跟着总书记又上电视了。 ”
在中央电视台10月6日晚播出的七集大型政
论专题片《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第二集《人
民至上》中，十八洞村又上镜了。

龙德成老人悄悄地告诉记者，她其实是
第一次较完整地看到这些镜头，因为习近平
总书记2013年11月3日来到村里时，她家里
还很穷，没有电视机；现在脱贫了，买了大彩
电。

“我们十八洞村人，要攒劲搞，不仅要脱
贫，还要奔小康。 ”龙德成的老伴施成富介
绍，不仅村里几户人家都开了农家乐，集体

经济也有很大发展。9月28日上午，十八洞村
猕猴桃产业园正式开园，他们老两口与村民
们一道，参加了猕猴桃采摘，猕猴桃由京东
电商的专用车辆直供香港和澳门，每位村民
可增收1000元。

突然，村子里响起了苗鼓声。 花垣县委
驻十八洞村精准扶贫工作队队长吴式文告
诉记者，这是“幸福之家农家乐”的老板杨超
文告诉客人可以吃饭了。戴着一副眼镜的杨
超文，谈起了村里的变化：进村的公路拓宽
了，各种基础设施都改善了，各种产业也发
展起来了， 来十八洞村的游客越来越多，商
机也越来越多。

吴式文说， 自从开展精准扶贫以来，村
里与外面的公司合作， 开发村里的十八溶
洞，发展旅游；与步步高公司在峡谷中开发
矿泉水，10月8日就要正式投产了。十八洞村
集体和村民们，有了更稳定的收入来源。

“我们跟着总书记又上电视了”
———十八洞村现场见闻

秋日赏花
正当时

10月7日， 游客在向日葵
花海中赏花游玩。 目前， 省森
林植物园内， 10万余株向日葵
花正值盛花期， 成为国庆长假
期间市民游玩的好去处。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