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奉永成 通讯员 周静

10月29日，位于双牌县城的“一
县一品”特色馆内人头攒动，各地客商
纷纷来到馆里挑选自己喜爱的特产。
双牌县卿家巷村的土鸡蛋、土鸡、葡萄
等优质农产品，当天销售一空。

卿家巷村是省级贫困村， 全村有
贫困户共65户272人， 2014年底，全
村人均纯收入1350元。

如何帮？怎么扶？湖南女子学院派
驻的驻村工作队根据村里水源充足、
土地肥沃，适合发展农作物的优势，制
定了产业扶贫计划， 动员村民发展特
色养殖和种植业。

但一开始村民并不领情。
“心里没底，要是这些特产卖不出

去怎么办？” 贫困户贺海姣说，以前村
民们自己小规模养殖和种植的特产都
卖不出去， 现在工作队动员村民大规
模发展，大家担心销不出去。

发展产业，不仅要因地制宜，还要
销得出去。贫困户的担心不无道理。

搭建销售平台，发展电子商务。村民
的担心，提醒了驻村工作队，工作队队长

丁尧是湖南女子学院电子商务教研室主
任，搭建平台、发展电商，当“卖货郎”正是
他的专长。在做好产业规划的同时，2015
年工作队在卿家巷村筹备建立了全县第
一家农村淘宝服务站，完成了“生态卿家
巷”微平台的制作和上线，通过视频直播
村民养殖和种植场景，得到了客户的充分
肯定，当年卿家巷村的鸡蛋、草莓、葡萄等
农产品就实现了线上线下销售。

去年， 卿家巷村农村淘宝服务站
和微平台销售土鸡1000羽、 土鸡蛋
100000枚、肉牛10余头，草莓、葡萄等
好几千公斤。今年，工作队又跟长沙市
的电商平台对接，申报学生创新创业项
目，把卿家巷村的产品通过首届“电商
进社区”活动推广到长沙市场。

7月2日，双牌县“一县一品”特色
馆开馆，工作队主动联系，并在10月
17日“扶贫日”这天将村里的农产品摆
上了特色馆的柜台。

现在，贺海姣再也不担心产品销不
出去了，他成立合作社，承包了20余亩
四季果蔬摘采园， 养了3000羽森林土
鸡，带动10余户贫困户共同脱贫致富。
今年，卿家巷村将实现全村脱贫。

湖南日报记者 奉永成
通讯员 罗咸辉

“沈老师，我今天考试比上次又有
进步。”10月30日中午， 湖南工业大学
体育学院老师沈可的手机接收到了一
条短信息，看完信息，沈可开心地笑了。

发信息的是株洲市茶陵县枣市镇
虎形村正读高二的贫困学生罗淑军。罗
淑军2岁时父亲去世，9岁那年， 母亲也
离开了人世，他成了孤儿。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罗淑军比同
龄人懂事，不仅学习成绩名列前茅，还
喜欢搞一些小发明， 但父母去世的阴
影一直笼罩着他，脸上难得见到笑容。
2015年， 罗淑军考上了茶陵县二中，
这本是值得高兴的事情， 但没有亲人
的陪伴、 即将到来的高考让罗淑军眉
头紧锁。

今年8月，茶陵县对口帮扶单位湖

南工业大学组织青年老师进村帮扶，
沈可来到村里， 得知了罗淑军的情况
后，当即决定结对帮扶。

回到学校， 沈可为罗淑军发起募
捐，帮助罗淑军翻新房屋，购买日常生
活用品，并像亲姐姐一样，悉心照料罗
淑军的生活， 让他能全身心地投入到
学习中。

“好好学习， 争取考上心仪的大
学， 大学的学费我提前帮你存着。”沈
可的帮助和鼓励如雪中送炭， 让罗淑
军吃下了定心丸， 紧锁的眉头逐渐舒
展开来。现在，学习之余，罗淑军又开
始搞起了小发明， 家里到处摆放着经
他“改良”后的捉鼠器、弓箭等。

罗淑军也经常给沈可老师写信报
喜， 他在其中一封信上写道：“我有终
生追求的理想，还有一颗感恩的心。沈
老师，谢谢您，您的帮助将激励我在逐
梦与求知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精准扶贫 在三湘

扶贫队当起“卖货郎”
贫困户产品卖得俏

好心姐雪中送炭 有志娃天天向上

电能替代
助力生态发展

10月30日， 张家界市大峡谷景
区，国网张家界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正
在检查游船充电桩。当天，该公司组
织工作人员走访张家界大峡谷电动
游船项目，为其提供上门服务，助力
旅游景区绿色发展。 向韬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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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0月30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林俊） 湖南出入境
检验检疫局今天发布信息称， 岳阳
城陵矶港获批进境粮食指定口岸3
周年来， 已累计进口粮食及其制品
210.3万吨，今年直接进口和调运进
口粮食90.3万吨，年内即将实现“百
万粮港”目标。

今天下午，一艘载有4万吨加
拿大非转基因大豆的货船停靠在
城陵矶港码头， 经检验检疫人员

卫生检疫后开始卸货。 这批大豆
是益海嘉里（岳阳）粮油工业有限
公司用来生产植物油的原料。该
公司相关负责人王敬波称， 从进
境粮食指定口岸直接进口粮食，
要比从沿海转关节省 3至 5天时
间，每吨可节省物流成本100元以
上。原料进口由沿海转向内地，企
业成本大幅降低， 通关效率大幅
提升， 依附在港口周边的粮油加
工企业大获其益。

据了解 ， 国家质检总局从
2014年起在全国实施进境粮食指
定口岸制度， 城陵矶是2014年10
月内陆地区首批获批设立的4个
指定口岸之一。3年来， 检验检疫
部门为开展进口粮食经营积极创
造便利条件， 货物通关放行速度
已与沿海口岸基本持平甚至更
快，不少周边省份的粮食、饲料加
工企业纷纷选择在城陵矶口岸进
口或交易。

依托城陵矶进口粮食指定口
岸，中粮岳阳城陵矶产业园、中粮米
业、海吉星、益海嘉里、道道全粮油
等一大批大型粮油企业落户城陵矶
新港区， 岳阳的进口粮食及其制品
企业由2014年的4家增至2017年的
19家。岳阳作为长江中上游流域大
宗资源性农产品进口中心港和粮油
储备、 加工和集散中心的地位逐步
凸显， 并辐射带动了湖南省粮食物
流业集聚发展。

湖南日报10月30日讯 （记者 黄
利飞）今日沪市小幅低开，翻红不到5
分钟后开始快速走低并形成跳水之
势，10时7分见全日低点后稍有回升。
午后沪深两市以继续低位整理为主，
收盘时个股跌多涨少，市场泥沙俱下，
弱势行情一览无余。

此轮“杀跌”，英大证券研究所所
长李大霄分析或是三大原因所致。一
是高估值的股票要进行调整， 而蓝筹

股则要继续上行，市场将继续分化；二
是今日国债期货尾盘跌幅再度扩大，
十年期国债期货主力合约跌幅扩大至
1.17%；三是今年5月以来，沪指一直
在上行，涨了近400点，今天的“杀跌”
是这段时间积聚的风险释放。

有专业投资人士建议，操作上，近
期热点不清晰，可关注低估值高成长、
具有上升趋势的价值投资型个股，不
要盲目追高。

A股又现惊魂一跳
各大指数全线走弱
专业投资人士建议，可关注低估值高成长、具有上升
趋势的价值投资型个股，不要盲目追高

城陵矶港3年进口粮食210多万吨
岳阳作为长江中上游流域大宗资源性农产品进口中心港和粮油储备、

加工及集散中心地位凸显

湖南日报记者 戴勤 蒋剑平

近日，邵阳市委书记、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龚文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 邵阳要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
引领，进一步做好开放文章，坚持引
进来和走出去并重， 充分发挥区位
交通和资源优势，打造多层次、宽领
域、全方位的立体式开放新格局。

2016年邵阳实际利用省外境
内资金增速排全省第一，连续3年荣
获全省开放型经济先进单位， 实现
开放型经济“稳中向好，稳中提质，
稳中快进”良好局面。

瞄准百万邵商
制定“3+X”开放崛起体系

邵阳，千年古城，湘中重镇，我
省第一人口大市，100多万邵商遍

布世界各地，建立的异地商会达46
家，拥有资产总值达4万亿元。

“百万邵商是邵阳对外开放的
天然优势，我们要利用这一优势，大
力实施‘邵商回归’工程，加快开放
崛起的步伐。” 龚文密介绍，邵阳市
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开放崛起，研究
制定了“3+X”开放崛起体系。

“3”即出台3个支持政策《邵阳
市招商引资若干政策规定》《关于加
大财政支持开放型经济发展的若干
政策》和《支持引老乡回家乡创业发
展的若干意见》。

“X”即出台《招商引资四年行
动方案》《对接“500强”提升产业链
行动方案》《对接“一带一路”推动走
出去行动方案》《对接邵阳商会建设
新家乡行动方案》等多个工作方案。

园区是开放发展的主阵地。龚
文密介绍， 邵阳举全市之力兴建湘

商产业园， 制定23条具体的政策，
着力打造对外开放的大平台。

目前， 邵阳建有13个湘商产业
园，精心包装招商引资项目，展开大
招商。5年来共对外发布招商项目720
个，总投资超5500亿元。湘商产业园
已签约入园企业657家， 入驻422家，
成为邵阳对外开放的桥头堡。

立足新坐标
放大邵阳开放新优势

“随着综合交通体系的完善，邵
阳已经进入以时间距离重塑现代空
间的新时代。”龚文密表示，邵阳要
立足全省东西过渡带和四大发展板
块结合部的区位优势， 在扩大对外
开放、承接产业转移、加快产业发展
上实现更大作为。

邵阳全面实施建设湖南省域副

中心、湘中湘西南经济文化中心、全
国区域性交通枢纽“二中心一枢纽”
发展战略。今年6月28日，邵阳武冈
机场正式通航， 邵阳交通实现了高
速、高铁、机场立体化发展，拉近与
外部世界的距离。

今年邵阳成功创建“国家卫生
城市”，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城区面
积由50平方公里增加到72平方公
里。

龚文密称， 落实“二中心一枢
纽”建设，邵阳把产业发展放到更加
突出的位置，着力“产业兴邵”，培育
发展新动力， 打造对外开放的新名
片。

该市成立高规格产业发展领导
小组，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着
力发展绿色产业， 不断构建产业发
展新格局。 今年全市实施重点产业
项目120个，年度投资242亿元。

全力打造立体式开放新格局
———访邵阳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龚文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