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满长水

火红的对联映红了乡亲们的张张笑脸。
党的十九大召开前夕， 怀化市鹤城区凉亭坳
乡竹林湖村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喜气洋洋。

10月11日上午，记者到安置点采访。举目
望去，两排徽派风格的新楼依山而建，楼前树
木葱茏，家家户户门口贴着对联，犹如过年一
样。

在贫困户丁继发家门旁， 贴着这样一副

对联：感良策喜住新房，托党恩乐迁福地。“对
联代表我的心。我带你进房内看看。”丁继发
说着，带记者走进房内，只见四室一厅100平
方米的房子，有厨房、书房、卫生间，南北通
透，干净漂亮。

“有比较才能看出差别。”丁继发又带着
记者来到安置点宣传窗， 里面贴着贫困户过
去的旧房照片。

荩荩（下转5版③）

火红对联火样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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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0月12日讯 （记者 张尚武
通讯员 尹志伟）今天上午，湖南省迎接党的
十九大系列新闻发布会第16场在长沙举行。
省财政厅党组书记、 厅长石建辉发布党的
十八大以来湖南财政改革发展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全省财政系统紧紧
围绕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坚持以新发展
理念为指导，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 不断推进财税
体制改革， 为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

实的财力保障。
据发布，党的十八大以来，湖南坚持量

质并举抓收入，积极涵养优质财源，进一步
做大做实财政收入“蛋糕”。 截至2016年
底，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突破4000亿元
大关，达到4252亿元，是2012年的1.45倍，
年均增长9.7%；其中地方收入达到2689亿
元，是2012年的1.51倍，年均增长10.9%。

荩荩（下转7版）
新闻发布会内容详见7版湖南日报记者 白培生 李秉钧

一栋栋青瓦白墙江南民居装饰一新，柏
油路旁新栽植的香樟、桂花等树木成行成片，
精致游园小径通幽， 不少游人在宽广的半床

被子纪念广场拍照留念……10月11日下午，
记者再次走进汝城县文明瑶族乡沙洲村，和
去年10月来采写《“半条被子”里的殷殷深情》
时相比，村里变化可谓巨大。

“树下的花草栽下去后，要浇水跟上。”在

一条绿化带旁，沙洲村党支部书记朱中建边说
边示范。他忙完手上的活，擦了擦汗告诉记者：
“十九大召开在即，村里的旅游公路、游客服务
中心、半床被子纪念馆、房屋立面改造等项目已
全面完工，就剩绿化扫尾了。我们要把村子打扮
得漂漂亮亮，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沙洲村是“半床被子”故事发生地。今年
11月，中国（湖南）红色旅游文化节将在村里
举办。 荩荩（下转5版②）

红色沙洲展新颜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李青松

金秋十月，大山深处的沅陵，有点不平
静。

享有“全国蔬菜之乡”之称的山东寿光
市，与沅陵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就产
业项目、技术、人才培养等进行深度合作，
推动农业产业转型升级。

从广东佛山引进的湖南益新特种玻
璃有限公司竣工投产， 使沅陵工业集中区
投产企业达到了十位数。

践行新理念，“转”出新天地。沅陵实行
“三新”（激活新动力、开启新引擎、培育新
业态）联动，经济转型升级风帆正劲。

激活新动力
沅陵是湖南版图最大的县，具有丰富

水能和有色金属资源，五强溪、凤滩、高滩
水电站和辰州矿业“三电一矿”曾让沅陵
风光一时。然而好景不长，随着金融危机
出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加上资源
萎缩，辰州矿业一度步履维艰。水电产业
也遇到政策性制约，效益平平。靠传统“三
电一矿”，已拉不动县域经济发展这艘“大
船”。

“对传统产业不抛弃、不放弃。”沅陵
县委书记钦代寿告诉记者， 面对发展困
境， 沅陵瞄准长远促转型， 通过技改、提
质、扩张、挖潜，多管齐下，激活传统产业
新动力。

走在沅陵，记者看到多家企业强势扩

张挖潜的大动作。
五强溪电厂正加快实施投资22.5亿

元，新增装机容量50万千瓦；高滩电厂投
资2亿元，新增装机容量4万千瓦。两家电
厂扩机增容项目完成后， 可实现年增税收
4000万元以上。

辰州矿业投资6000万元，实施分拣渣
无害化工程技改，提升黄金产能，确保黄金
年产量16吨以上，稳居全国第五、全省之
首。

传统产业在转型中升级， 在升级中转
型，迈向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

开启新引擎
中秋时节，绿树环绕的沅陵工业集中

区向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车间内，一条条
自动生产流水线在不知疲倦地进行作业。
工人师傅自豪地告诉记者，华为、小米、三
星、苹果等手机都用他们生产的配件。

2014年入驻沅陵工业集中区的向华
电子， 自主研发了全自动电子元器件生
产设备，打破国际垄断，凭其核心竞争力
引来全球最大被动组件制造商台湾奇力新
股份有限公司加盟。今年5月，奇力新单
独投资70亿元， 新上奇力新电子元器件
建设项目。

在向华电子不远处的沅陵辰州磁电高
科，为向华电子生产上游产品粉末，拉长了
产业链条，一个国际化、现代化高科技电子
信息产业集群正在崛起。

荩荩（下转5版①）

———新理念新常态新变化

湖南日报10月12日讯（记者 奉永成）
今天，记者从桃源县获悉，以“桃花源、硒湘
汇”为主题的首届中国（湖南 桃源）富硒功
能农产品交易博览会（以下简称：硒博会）
暨纪念硒元素发现200周年高峰论坛，将
于11月3日至8日在桃源县举行。

本次硒博会将集中展示富硒功能

农业发展的新技术、 新产品和新成果。
硒博会期间，还将举办第五届中国富硒
农业产业技术创新论坛暨纪念硒元素
发现200周年高峰论坛、 中国农业国际
合作促进会功能农产品委员会专家委
员会成立暨2017富硒功能农产品品牌
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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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0月12日讯 （徐德荣 唐曦 王
卫全）衡阳市招商引资势头强劲，项目建设如
火如荼。据了解，衡阳市9月8日与中核集团签
订协议，共同建设白沙绿岛军民融合产业园，
将重点布局核材料、核制造、核环保等5大产
业， 致力打造全国唯一的国家级核产业军民
融合产业示范基地；在9月29日举行的2017衡
州经济发展论坛签约活动上， 衡阳市共签约
71个项目，总引资额近800亿元。

近年来， 衡阳市围绕推进“中国制造
2025”试点示范城市建设，抢抓国家扩大内陆
开放和“一带一路”倡议新机遇，大力实施创

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主动落实开放“五大行
动”。市里成立专门的领导小组、服务中心、工
作站等，在制度、人才、资金、平台等各方面给
予充分保障。从去年8月至今，该市先后通过
“沪洽周”“港洽周”“央企入湘对接衡阳专场”
“衡州经济发展论坛”等活动，共签约项目204个，
总引资1401亿元；签订战略投资协议24个，总
引资777亿元。 一大批重点项目开花结果，今
年签约的65个项目已有40个落地，8个已开工
建设。

衡阳是老工业基地， 形成了有色金属冶
炼、输变电制造、信息技术、汽车零部件、化

工、生物医药、机械制造和食品加工等8大支
柱产业。 该市还围绕现有产业项目建链、强
链、补链，先后实施20个“领军企业”培育计
划，狠抓骨干企业扩能改造和技改升级。总投
资20亿元的特变电工智能电网科技产业园项
目年内将动工建设， 力争实现“再造一个衡
变”。

据了解， 衡阳下一步将重点实施“2311”
工程，即建设2个千亿级产业园区、培育30家
上市公司、 打造1个创新高地———衡山科学
城、建强1个开放平台———衡阳综保区，做大
做强支柱产业集群。

� � � �湖南日报10月12日讯（记者 邹靖方）党的
十八大以来，湖南邮政坚守“情系万家，信达
天下”的使命与情怀，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
跑出了“加速度”。今年1至9月，全省邮政已完
成业务收入51.72亿元 ，收入规模排全国邮政
第八位，较2012年上升3位；今年预计实现业
务收入68亿元 ，是2012年的两倍。5年年均增
幅达14.84%，近3年增速居全国邮政前列。

5年来，湖南邮政通过实施“一体两翼”战
略， 以邮政综合便民服务平台和文化传媒服
务为一体，以邮政金融和寄递服务为两翼，提
升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全省建
成综合便民服务站点3万多个，让村民享受到

“取款不出村、购票不出村、缴费不出村、购物
不出村、投递送到点、信息送上门”的便捷服
务。5年来， 湖南邮政累计投入13亿元用于能
力建设，邮政通信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水
平得到显著提升。

湖南邮政通过加快党报党刊投递速度、
开展“把美丽湖南寄出去”活动、打造主题邮
局等举措， 在服务文化强省战略和旅游事业
发展中焕发新的生机。 全省县级以上城市党
政机关均可看到当天的主要党报。 线上服务
业务近两年保持200%以上增速。旗下的《时
代邮刊》2017年发行量突破百万份大关，进入
中国期刊“第一方阵”。

2016年以来，湖南邮政承接了8个国家级
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创建工作，参与了33个
县电子商务进农村工作，助推“工业品下乡，农
产品进城”，实现农产品销售额6亿余元。今年1
至9月， 累计完成工业品下乡批销额10.4亿元，
排全国邮政第二位。湖南邮政以优质的快递服
务，为电商卖家提供仓储、寄递、配送以及金融
整体解决方案，2015年以来， 电商包裹收寄量
连年翻番，市场份额居全国邮政第一位。

湖南邮政还积极开展普惠金融服务，在
为中小企业、 种养殖户和贫困家庭提供资金
支持的同时促进自身发展，5年来邮政金融总
资产以年均18%的速度快速增长。

“中国奇迹”背后的必然逻辑

扶贫照亮小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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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邮政跑出“加速度”
近3年业务收入增速居全国邮政前列

衡阳招商广引“金凤凰”
一年多时间里，签约项目204个，总引资1401亿元

送戏下乡
演艺惠民

10月12日，桂东县沤
江镇青竹村，演员在表演
当地的特色文艺节目。当
天，该县文体广新局2017
年送戏下乡文艺巡回演
出活动走进青竹村，让偏
远山区的农民在家门口
欣赏到丰富多彩的文艺
节目。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沅陵：“转”出新天地

财政实力持续增强

湖南七成财力用于改善民生

展示富硒农业新成就
首届中国（湖南 桃源）富硒功能农产品交易博览会

于11月3日至8日举行

� � � � 湖南日报10月12日讯（记者 陈昂昂）
今天， 省政协主席李微微一行赴长沙，就
“智慧政协委员工作室建设和政协特色工
作” 进行调研， 并召开座谈会听取省市县
（区）三级政协委员代表对省政协下一个五
年工作的意见建议。

省政协副主席张大方， 秘书长卿渐伟
参加调研。

调研期间， 李微微一行先后深入浏阳
市市民之家、长兴社区，开福区沙坪街道等
地实地调研。

在浏阳市市民之家， 市民林秋萍告诉
李微微，以前缴纳契税要跑很多部门，如今
在市民之家就能全部办好， 还能得到办事
指引。 李微微叮嘱相关负责人，“一定要让
老百姓感觉到特别方便。”

开福区沙坪街道的委员工作室， 打造
“互联网+政协”工作平台，成为了解民情
民意的重要窗口。“要认真总结好经验、好

做法。”李微微说，只有走进社区，委员才能
更精准地掌握问题和知晓社情民意， 做到
更精准建言。

座谈会上， 调研组一行听取了开福
区政协智慧政协委员工作室情况的汇
报；听取了浏阳市政协特色工作的汇报，
并交流互动。 委员代表提出了健全民主
监督制度保障； 加大智慧政协委员工作
室建设与推广力度； 健全提案办理制度
等意见建议。

“长沙作为省会城市，政协工作要走在
全省前列，作出表率。”李微微对长沙市政
协多年来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她指出，中
共十九大即将召开， 学习贯彻好十九大精
神是最重要的政治任务， 要认真组织市县
（区）两级政协组织、委员学习，强化委员政
治共识，坚定“四个自信”、增强“四个意
识”；引导委员加大对十九大精神的宣传。

荩荩（下转3版）

李微微赴长沙调研市县政协工作

听到基层“方言” 说好履职“行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