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0月25日讯（记者 蒋剑平
通讯员 周玉意）10月17日至24日， 邵阳
市对接“一带一路”国际友好交流访问代
表团出访老挝、泰国和缅甸3国，分别在3
国召开邵阳经贸旅游推介会， 与有关组
织达成促进旅游合作初步意向， 与各国
湖南商会签订旅游合作与交流备忘录。
这是该市主动出击、 拓展海外旅游客源
的行动之一。

邵阳是我省旅游大市，资源多、品位
高。近年来，该市积极实施旅游品牌培育
工程，改善基础设施，完善服务体系，推

进旅游与交通、文化、生态等融合发展，
全域旅游基础支撑体系不断增强。去年，
崀山成功创建为国家5A级景区， 南山获
批为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新宁、城步被
列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创建县。

近3年来，随着交通条件改善，邵阳
走出去、迎进来，积极拓展入境游市场。
该市旅游业龙头崀山风景区率先发力，
主攻香港市场。在香港以地铁广告牌、报
刊、微信微博等为媒介，结合各类促销活
动，开展点对点终端促销。崀山的美景和
优质服务得到香港市民认可，2015年获

评“香港游客最喜爱的度假景区”，现已
有3万多人次香港市民到崀山游览。

同时，邵阳充分发挥在老挝、泰国、
缅甸等东盟国家邵阳籍商人众多、 经贸
往来密切的优势， 抢抓长沙至老挝万象
直达航班开通和老挝驻长沙总领事馆设
立的机遇， 积极将旅游产业与“一带一
路”对接，拓展更广阔的入境游市场。
依托东盟各国邵商组织， 该市与东盟
各国旅游有关部门、组织进行对接，开
展旅游合作；实施“迎老乡回故乡游家
乡”行动，鼓励境外邵商带家人和亲友

回来旅游。
今年前三季度， 邵阳共接待游客

1735.82万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156.56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42.87%、45.85%，其中
境外游客人次同比增长42.33%， 增幅居
全省第一；创汇1768.12万美元，同比增长
54.1%。

长沙黄花综保区
举办大型招聘会

湖南日报10月25日讯（记者 李治 通讯员 孙应德）
今天上午，长沙黄花综合保税区举行“开放崛起 临空领
航”2017专场招聘会。 这是该综保区封关运行以来的首
场大型专场招聘会，既有保安、普通工人等岗位，也有年
薪20万元的报关、仓储等专业技能岗位。

长沙黄花综合保税区6月25日正式封关运行以来，
区内注册企业和入驻企业大幅增加，订单来势喜人，企业
招工需求激增。为有效缓解企业用工需求，搭建企业与人
才双向对接平台，长沙黄花综合保税区管委会、长沙县人
社局联合举办了此次招聘会。 众多高校毕业生及长沙县
各乡镇富余劳动力纷纷前来应聘，总计有近3900人前来
应聘，初步达成用工意向789名。

长沙黄花综保区相关负责人介绍， 将以党的十九大
精神为指引，全力践行“服务送企业，岗位到身边，一切为
企业服务”的工作理念。长沙黄花综保区预计到年底可实
现进出口总额8亿美元以上，并力争在封关运行3年之内，
引进外经贸企业200家以上， 实现外贸进出口总额80亿
至10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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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0月25日讯 （记者 周俊
通讯员 刘厅）10月16日， 娄底陌陌科技
有限公司在娄底市万宝新区正式揭牌。
今年以来，以互联网龙头企业为支撑，万
宝新区着力壮大信息技术开发、 软件开
发、网络文化、创业孵化等互联网产业，
打造湖南中部地区互联网产业“洼地”。

万宝新区于2011年正式挂牌成立，
定位于娄底两型示范建设探索和产业转
型的重要平台。受多重因素影响，园区经

济呈现出“长而不大”“多而不专”的尴尬
局面。如何破局？该区创新发展理念，将
重点从传统增长方式转向第三产业高端
服务业，着力发展互联网产业，打造新的
经济增长点， 并将30余个不符合园区产
业导向的项目拒之门外。

万宝新区出台移动互联网产业发展
规划、招商引资奖励办法等系列政策；设
立移动互联网产业发展专项引导资金，
重点支持移动互联网产业相关配套政策

的落实，重大项目、企业和人才的引进与
激励；成立投资服务中心，对入园项目相
关手续提供全程代办服务； 大力发展创
客经济，建设移动互联网孵化园，为入园
企业提供财务、人力资源、咨询等系列服
务。同时，整合资源，鼓励创新创业，推进
“创客”资源共享，打造完整链条，为互联
网产业提供开放的发展环境。

通过精心培育和招商引资， 万宝新
区互联网产业形成了本土企业快速孵

化、龙头企业争相入驻的喜人格局。园区
已成功孵化出中微赢联、 智能美汇等32
家企业，涵盖移动电子商务、智能终端、
平台服务、跨境电商、互联网+食品制造、
互联网+精准扶贫、 网络直播等类别。同
时，谷歌集团中南数据中心、陌陌科技直
播平台、颐高集团“互联网+创业小镇”、
中关村区块链联盟项目、国内首个F2C平
台“顺德造” 线下体验馆等纷纷入驻园
区，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互联网产业集群。

湖南日报10月25日讯（记者 王文隆
通讯员 姜洪波 ）一款类似于飞机“黑匣
子”的全新执法记录仪在浏阳上岗了。昨
天上午， 浏阳市城管局将60台4G高清执
法记录仪正式配备给城管队员。 与传统
的执法记录仪不同， 这款全新执法记录
仪记录的视频数据不能删改， 回放出来
就是“铁证如山”。

这款具备摄像、录音、拍照和对讲功
能的执法记录仪，只有烟盒大小，正面配
备一个高清摄像头，镜头下方为录音口，
利用4G网络还可以实现点对点对讲通
话。 城管队员在执法时可以将其夹在肩
章下， 只要按一下仪器上方的按钮就会
自动拍摄。 浏阳市城管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尽管以前也配备了执法记录仪，但在
出具执法视频时常被质疑有删改。 而这
款记录仪软件系统对执法人员设置了管
理权限，执法人员只能查看摄录内容，但
无法进行删改、编辑等操作。

“这款记录仪最大的特点，在于它的
数据安全性更高。” 技术人员介绍说，4G
高清执法记录仪与飞机上的“黑匣子”一
样，所记录的数据无法删除，就算被火烧
水浸，数据依然能够完整保存。

浏阳市城管局要求，城管执法人员在
执法活动中，要全程同步不间断记录，录制
过程应当自执法人员执法办案时开始，至
执法办案结束时止。 执法记录信息保存期
限一般为3个月，重要信息应当长期保存。

资兴东江湖蜜橘畅销
湖南日报10月25日讯 （通讯员 王跃华 记者 李秉

钧）10月25日， 资兴市清江镇临湖果业合作社理事长
李珏介绍，东江湖蜜橘9月上旬上市以来，收购价由每
公斤5元多涨到6元多，市场行情高开高走。他已收购
800多吨蜜橘， 通过外地经销商、 农村电商等销往上
海、深圳等地。

得益于资兴东部山区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东江湖独特
的小气候，东江湖蜜橘色泽鲜艳、皮薄肉嫩、酸甜适宜，闻
名省内外，2015年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 近年
来，资兴市大力推广新品种、新技术，使东江湖蜜橘产业
快速发展，果农收入不断攀升。今年，东江湖蜜橘种植面
积达到近12万亩，预计可产蜜橘23万吨、创产值10亿元。
该市清江镇今年东江湖蜜橘产量较去年增加30%左右，
目前已销售近一半，余下的可望在11月底销完。白廊、滁
口等东江湖蜜橘主产乡镇的销售形势也很好。

浏阳城管装备60台“黑匣子”
“铁证如山”还原真相

老人乐游宝峰湖
10月24日，老人们在张家界宝峰湖风景区乘船游玩。当天，张家界市武陵源区

组织辖区敬老院和养老中心的五保老人、低收入老人，参观游览宝峰湖风景区，体
验健康、休闲的赏秋之旅。 吴勇兵 摄

� � � � � �打造互联网产业集群万宝新区
筑巢引凤 弯道超车

� � � � � �积极拓展入境游市场邵阳市
对接“一带一路”发力东盟地区，前三季度境外游客人次增幅全省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