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湖南日报11月8日讯（记者 张尚武 通讯员
刘登魁）再生稻“一种两收”，让种粮大户喜尝
甜头。今年，再生稻在湖南推广210万亩，普遍
实现高产高效。

11月7日，省农委组织专家对溆浦县水东
镇千亩再生稻高产示范片进行测产验收，结
果显示再生季平均亩产达301.8公斤，加上头
季亩产714公斤，该千亩示范片“一季+再生”
平均亩产1015.8公斤。

今年，再生稻高产技术被农业部列为主推技
术。湖南作为水稻生产第一省，为加快推广再生
稻，各级农业部门层层办点示范。省农技推广总
站在溆浦县创办千亩示范片,93个主推县（市区）
分别创办百亩示范片。据省技推广总站汇总各地
测产结果，全省再生稻示范普遍高产，达到预期
“一季+再生”亩产900公斤以上的目标。溆浦县
泽原生态公司负责人称， 公司今年种植1069亩
再生稻，选择“Y两优9918”“甬优4149”等优势品

种，全程机械化生产，每亩可增收1000元。
农民种植再生稻，在头季收割时，高留稻

桩30厘米左右，略管水肥促苗再生，好比“白
捡”一季粮。再生稻不打农药米质优，每公斤
卖价高达20元。由于省工、节本、高效，越来越
多的种粮大户自发选种再生稻。2015年，全省
再生稻种植面积仅20万亩，今年已发展到210
万亩。 省农委提出， 明年全省再生稻发展到
400万亩，优化湘米结构，助力农民增收。

一种两收 喜尝甜头
溆浦千亩再生稻示范片测产，“一季＋再生”亩产过吨粮 湖南日报11月8日讯（通讯员 黄勇华

张文博 记者 周月桂）“如果不是海关加班
验放，企业生产料件就可能断档，影响订单
按时完成。”湖南浩通国际货物代理有限公
司经理何思颖今天对记者表示，海关“马上
就办”的优质高效服务值得点赞。据介绍，
今年1月至9月，长沙海关实现货物通关时
间压缩三分之一的工作目标。

7日18时， 由浩通公司代理的博世汽
车配件(长沙)公司一票急需的进口料件需
海关查验放行。 长沙海关现场业务处受理
报关后，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相关人员推迟
下班时间，查验关员重新换上查验制服，按
布控指令核对品名、规格无异常后，加班为
企业办理了货物通关放行手续， 保证了该
批货物及时通关。

据统计，今年以来，长沙海关现场业务
处已为企业加班验放货物186批次， 让企
业进出口货物快速验放， 有效节省了企业
通关成本。1月至9月， 长沙海关实现货物
通关时间压缩三分之一的工作目标， 其中
进口平均通关时间10.12小时，在全国海关
排第7位； 出口平均通关时间1.16小时，略
优于全国平均水平。

长沙海关关长黎对贞表示， 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要把“马上就办、真抓实
干”落实到行动上，把学习贯彻的成效体现
到坚定维护核心、深化改革、强化监管、优
化服务、全面从严治党上。长沙海关将勇做
开拓进取的实践者，精准做好服务，深化通
关改革，推进“去繁化简”，让广大企业有更
多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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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海关“马上就办”
让企业有更多获得感

湖南日报11月8日讯 （记者 邓晶琎）
广铁集团今日发布， 按照中国铁路总公司
安排，为保障“双十一”期间物流通畅，将从
11日起连续10天推出“双十一”电商黄金
周运输服务，每天开行高铁快运动车组35
趟，同比增长46%。

去年“双十一”期间，广铁集团首次开
行电商高铁快运列车， 不仅加快了电商货
物送达速度， 而且有效降低社会物流总成
本，受到市场广泛欢迎。

今年“双十一”电商黄金周期间，铁路
部门将每天利用从广州南、深圳北、长沙南
开往北京、上海、武汉、成都、西安、杭州、郑

州、南昌、贵阳、昆明、厦门、合肥等方向的
35趟始发高铁列车，开办高铁快运业务，并
将根据货物量多少预留车厢数量。 高铁快
运还将对电商、快递企业提供“库到库”的
全程服务。

由于11日、12日以及18日、19日为周
末旅客出行高峰期， 届时广铁集团将增开
高铁动车组列车， 确保高铁快运和旅客出
行运力充足。

“双十一”期间，长沙南站将为高铁快
运货物设置专门的安检通道和装卸作业路
线，严格实行客流与货流分置，全力确保高
铁动车组列车运行安全正点。

连续10天 每日35趟

高铁快运护航“双十一”

湖南日报11月8日讯 （记者 奉永成
通讯员 潘琴）“拿到国外订单不到10天，就
从农行邵阳分行获得了纯信用订单融资贷
款410万元。”今天，湖南银山竹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正文对农行邵阳分行推出的“湘汇
贷”产品连连称赞。截至9月底，今年农行邵
阳分行已累计投放“湘汇贷”贷款4473.69万
元，帮助一批中小微外贸企业走出国门。

中小微外贸企业由于规模小、 无有效
担保物， 融资难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最大
瓶颈。以湖南银山竹业有限公司为例，该公
司生产的竹家具、 竹工艺品等产品远销日

本、 德国等国家， 但从接受订单到收回账
款，至少要3个月时间，生产过程中常常会
出现资金短缺的情况， 由于企业没有合适
的抵押担保物，多数金融机构都无法放贷。

为解决中小微外贸企业的融资难题，
今年农行邵阳分行创新推出“湘汇贷”产
品， 由省农信担保公司提供免抵押保证担
保，政府设立风险补偿基金，农行邵阳分行
为符合贷款发放条件的中小微外贸企业提
供贷款，破解了企业的融资难题。目前，农
行邵阳分行成立了专门的国际业务服务团
队，主动走进企业提供“一揽子”金融服务。

“湘汇贷”为邵阳外贸企业添活力
投放贷款4473.69万元，帮助一批中小微企业走出国门

湖南日报11月8日讯 （记者 田育才
奉永成）近日，张家界市政府与中国农业银
行湖南省分行、 腾讯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携手共建“智慧张家界”。

根据协议， 张家界市政府与中国农业
银行湖南省分行、腾讯公司三方将抢占“互
联网+”时代发展先机，在旅游、交通、医
疗、政务、民生、教育、乡村等7大领域开展
深度合作，共同建设基于移动支付的“智慧

张家界”。
目前， 张家界市微信日活跃用户超过

100万人（不含游客），微信支付日交易额
突破50万笔（不含游客）。全面建设移动支
付智慧城市，有利于张家界汇聚城市数据、
优化城市管理，引导城市创新，为市民带来
便利生活，助力张家界打造智慧、便民、快
捷、安全的现代民生服务体系，助推张家界
经济社会发展。

扫码游景区 在线收付款

张家界全面进入“智慧模式”

� � � � 湖南日报11月8日讯 （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谢少杰 ）近日，岳阳市2017年“就
业扶贫送温暖” 大型专场招聘会在南湖广
场举行，市劳动就业服务局组织南湖新区、
岳阳楼区、 城陵矶新港区等6区就业服务
局发动500多个企业进场招聘。

招聘企业涵盖金融、通讯、医药、教育、
制造、广告、保险、餐饮等30多个行业，共
有8000余个工作岗位。现场用人单位亮出

的“招贤榜”中，明显呈现出“薪水看涨，门
槛降低”的用人趋势，月薪5000元以上很
普遍。南湖新区人社局局长张国礼介绍，此
次“就业扶贫送温暖”专场招聘会规模是历
年之最，人社部门全力帮助困难群体、就业
困难对象在家门口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
将达到就业一人脱贫一户带动一片的社会
效果。入场求职人数逾1万人，其中3500余
人与用工单位现场达成求职意向。

岳阳举办“就业扶贫”招聘会

通讯员 曾敏学 刘敏文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王晴

11月4日，周末。岳阳市民何畅带着妻儿，
沿着国庆前通车的G240———这条贯穿岳阳南
部三地岳阳县、汨罗市、湘阴县的城际快速通
道，驱车不到一小时就抵达湘阴县，在洋沙湖
度假区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假期。

从前期、立项到建成仅用了一年多时间，
G240的建成通车， 是岳阳全力推进“四大会
战”的一个缩影。

今年来，园区建设、交通建设、港口建设、
脱贫攻坚“四大会战”，奏响了岳阳发展最强
音，使这座千年古城跑出了发展的“加速度”。

立足长远，有的放矢
抢抓发展“新机遇”

新世纪进入第二个10年， 通江达海的湖
南北大门岳阳，就迎来了洞庭湖生态经济区、
长江经济带、“一带一部”、 湖南新增长极、区
域中心城市建设等多重发展战略叠加的千载
难逢历史机遇。

“十三五”关键之年，如何加快把岳阳打
造成国家区域性中心城市、省域副中心城市？
如何确保岳阳在新增长极建设、 转型跨越发
展上走在全省前列？

“发展必须依靠项目支撑，项目建设是跨
越赶超的突破口和主抓手，抓住了项目，就抓
住了发展的‘牛鼻子’。”岳阳主政者作出了一
个基本的历史判断： 精准发力， 打好园区建
设、交通建设、港口建设、脱贫攻坚“四大会
战”，以项目大建设推动岳阳大发展。岳阳市
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忠雄和市委副
书记、 市长刘和生多次表示， 无论是经济建
设、社会进步、民生改善，还是打好“四大会
战”，都必须依靠项目建设，通过项目建设来
源源不断集聚发展正能量。

园区建设大会战加快岳阳产业转型升
级；交通建设大会战补足岳阳基础设施短板；

港口建设大会战助力岳阳开放型经济跨越发
展； 脱贫攻坚大会战让全市人民受益发展成
果，全面小康路上不落一人。“四大会战”正是
岳阳为补足发展短板和薄弱环节开出的一剂

“良方”，以拓宽发展空间、寻求发展后劲。
“四大会战”，场场都是硬仗。如何啃下这

些“硬骨头”，真正破解发展中的“老大难”？从
去年底开始， 岳阳市主要领导开启了密集调
研和专题协商，研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7月21日，岳阳市委常委会审议通过了酝
酿多时的《中共岳阳市委关于全力实施“四个
十条” 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决议》，
部署实施产业园区、金融业、非公有制经济、
开放型经济“四个十条”政策“套餐”。

“四个十条”对标“四大会战”，为发展路
上的体制机制扫清了最后一道障碍。

步伐铿锵，高歌猛进
按下发展“快进键”

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 岳阳已经按下转
型发展“快进键”。

年初，岳阳宣布将投入560亿元，主攻4条
高速公路、20条干线公路和城市道路、8728公
里农村公路建设。其中，回应群众期盼、开建
岳阳城市快速环线的消息备受关注。 这条环
线全长47公里，总投资达74.6亿元，通车后将
构建起岳阳中心城区核心环线圈， 有效缓解
岳阳城区交通拥堵。

经过10个月的攻坚， 前10个月岳阳市完
成交通投资90.22亿元，为省交通运输厅下达
任务60亿元的150%。

岳阳市自主投资最大的公路建设项目临
湖公路主线通车；城区主干道巴陵东路与107
国道交汇处的“金十字架”皇姑塘立交桥主线
桥通车，岳阳城区“交通微循环”日趋完善。

杭瑞高速洞庭湖大桥合龙， 这座世界第
二、国内第一大跨径的钢桁梁悬索桥，再次刷
新岳阳的“长虹卧波”历史。

干线公路G240的通车，创造了岳阳交通

建设史上多项纪录，刷新了公路建设“岳阳速
度”，岳阳市各县（市、区）1小时经济圈也由此
基本成形。

三荷机场主体工程年底完工，明年6月通
航营运……

随着一张张交通规划图正逐渐变为“实景
图”，岳阳大进大出、成网成环、互联互通的交通
“主骨架”日益清晰，拉动园区、港口大发展，助
力脱贫攻坚，为岳阳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岳阳市产业园区建设大会战启动以来，
全市形成了“产业发展靠园区”的高度共识，
县市区逐步将经济发展的重心放到了园区，
园区建设亮点频现。截至10月底，10个产业园
累计签约产业项目313个，签约投资额760.36
亿元。签约项目个数最多的为岳阳经开区，签
约项目投资总额最多的为城陵矶新港区。在
产业项目落地上， 今年新开工产业项目153
个，完成投资71.88亿元。

港口建设大会战方面，岳阳港正以城陵矶
新港区为核心，瞄准“百万标箱、亿吨强港”目
标，重点建设9大港区，疏浚长江、湘江等干线
航道，加速打造全省要素承载能力最强、产业
集聚程度最高、开放步伐最快、带动能力和可
持续发展能力最强的核心地带，推动沿江形成
3个千亿园区。今年1月至10月，城陵矶新港区完
成GDP106亿元，同比增长20.1%；新港实现集
装箱吞吐量48.5万标箱，首次超过九江、宜昌。

把脱贫攻坚作为“四大会战”之一，意味
着岳阳市已经将脱贫攻坚提升到了前所未有
的高度。 今年来， 全市共派出驻村帮扶单位
1173家，驻村帮扶工作队员1200多名，组建了
600支驻村帮扶工作队，各贫困村实现了驻村
帮扶全覆盖。千名帮扶干部迅速行动，纷纷深
入基层一线，深挖贫困根源，找准帮扶“药引
子”，坚决把扶贫各项措施落地……

年初点燃的项目建设热情，现在已沉淀成
一枚枚硕果。点点滴滴的成效，支撑起岳阳市跨
越发展的宏大格局。“四大会战”迸发出前所未
有的活力，岳阳已是开弓之箭，势如破竹。

岳阳：“四大会战”跑出发展“加速度”

11月8日， 长沙市
雨花区，湘府路快速化
改造工程红旗路立交
箱梁底板开始混凝土
浇筑施工。红旗路立交
共设8条匝道， 为全互
通立交，建成后可实现
湘府路与红旗路之间
各个方向的交通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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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湘府路快速化改造工程
红旗路立交箱梁底板开始浇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