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1月23日讯 （通讯员 张佳
成 记者 周月桂） 随着轨道交通装备国产
化率不断提高，进口替代能力不断增强，我
省轨道交通产品零部件进口较上年同期下
降。据海关统计，今年1月至10月，湖南进
口轨道交通装备零部件16.8亿元人民币，
较上年同期下降17%。

中车集团为我省轨道交通产品零部件
主要进口企业，其中，1月至10月，中车株洲
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进口10.5亿元，同比
下降16%。德国、日本为主要进口国，两个国

家进口额占同期进口总值的70%。 变流器、
半导体模块、各类轴承是主要进口商品。

分析原因，海关认为，目前我国的城市
轨道交通用的车辆与机电设备平均国产化
率已超过70%，高铁国产化率超过90%。随
着国产化率不断提高， 进口替代能力不断
增强。 加上以中国中车为代表的部分领航
企业在海外生产基地陆续投产， 国外项目
已无需国内生产， 也使得轨道交通设备的
海外本地化生产和本地化采购比重不断增
大。据了解，目前中车株机公司轨道交通装

备产品在马来西亚占据80%以上市场份
额。

不过， 当前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产业仍
存在一些问题。 部分系统设备国产化率未
达到预期值。以城市轨道交通装备为例，车
辆与机电设备十大系统中， 信号系统国产
化率只有60%至70%， 自动售检票系统的
国产化率为65%至75%， 屏蔽门系统的关
键部件如门机、主控门、门控单元等仍由国
外进口， 轨道交通装备要实现全部国产化
还有一段路要走。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唐耀东 唐娟 邱亚平

11月16日，双牌县泷泊镇沙背甸村香芋田
里，村民们有的忙着采挖香芋，有的分拣打包，
一派忙碌景象。 村民黄善忠喜笑颜开：“今年，
我在县农委驻村扶贫工作队的指导下，流转30
亩耕地种植香芋，纯收入6万多元，铁定能脱贫
了！” 而当初扶贫工作队在村里发展订单香芋
时，黄善忠却是个让人头痛的“老顽固”。

黄善忠今年53岁，因为没有技术、家庭负
担重等原因，成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去年底，扶
贫工作队三番五次登门动员他种植香芋。他一
百个不愿意，说：“种这么多香芋，卖得了吗？就
是全村人都种了，我也不种！”黄善忠这么“一
闹”，加上听起来还好像“蛮有道理”，不少打算
种植香芋的贫困户，也犹豫起来。

最后，扶贫工作队只好请该县红心蔬菜专

业合作社社长黄健上门做工作，邀请黄善忠加
入合作社，并当场与他签订购销合同，约定由
合作社提供香芋种子和技术指导，按保护价收
购；如果市场价高于保护价，则按市场价收购。
这样，黄善忠才下定了种植香芋的决心。看到
黄善忠加入合作社了，全村80多户贫困户种植
订单香芋的面积也一一落实。

接下来，扶贫工作队帮助黄善忠等种植户
流转耕地，申请扶贫小额信用贷款，并调来农
机翻耕土地。红心蔬菜专业合作社派出技术员
跟踪服务，几个月过去，香芋喜获丰收。

村民黄志勇深有感触地说：“加入红心蔬菜
专业合作社，技术、销售都有了保障。我今年种
植70亩香芋，亩产在2000公斤以上，纯收入16万
多元，让我尝到了‘甜头’。”

沙背甸村支书黄小军介绍：“今年， 全村80
多户贫困户种植1100多亩香芋，全部丰收，都能
脱贫摘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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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23日讯 （通讯员 欧阳
静子 记者 周月桂）据海关统计，今年1月
至10月，湖南省出口文化产品117.4亿元人
民币，比上年同期增长1.1倍，占同期湖南
省出口总值的9.6%。 出口保持高位增长的
同时， 出口文化产品仍存在附加值较低等
问题，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

去年8月以来，我省文化产品每月出口
额均超过3亿元。今年9月出口19.5亿元，同
比增长68.1%， 出口额创年内新高。10月，
出口文化产品16.8亿元， 同比增长26.7%。
娱乐用品、玩具、珠宝首饰及有关物品为主

要出口产品，电影制作及放映设备、花画工
艺品、 园林陈设艺术陶瓷制品等产品也出
现了较快增长。

香港地区及美国是我省文化产品主要
出口地，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也增
长迅速。

海关分析认为， 文化产品出口虽然保
持高位增长，但产品结构较为单一，在品牌
创建、品质质量等方面仍有待进一步优化。
据介绍， 前10月我省文化产品出口额最大
的企业为衡阳富泰宏精密工业有限公司，1
月至10月， 该企业出口多喇叭音箱15.8亿

元， 占同期湖南省文化产品出口总额的
13.5%； 紧随其后的是3家从事珠宝首饰加
工的企业， 出口的珠宝首饰总额为17.7亿
元， 占同期湖南省文化产品出口总额的
15.1%。以上4家企业的两种商品即占全省
文化产品出口额的近三成， 而这些商品产
业链较短、附加值低、可替代性较强，很容
易受到市场环境冲击。

海关认为，湖南作为文化大省，应依托
产业园区等项目建设，延长产业链，推动烟
花爆竹、湘绣、动漫等文化产业转型升级，
打造文化产品出口的新优势。

湖南日报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朱青青

11月15日，沅江市阳罗洲镇大中村欣晨面
厂的包装车间里，53岁的贫困村民龚赛娥正在
把机器切好的面打成捆， 装进箱子称重塑封。
简单的活计， 她做得很认真。“有了阳罗面，我
们就有了好日子。”龚赛娥说。

阳罗面产自阳罗洲镇， 用当地传统工艺制
成，在沅江以及益阳市有一定知名度。但以前主
要由家庭作坊生产，产量不高，质量良莠不齐，卫
生也没有保障。今年，驻阳罗洲镇大中村扶贫工
作队多番考察、学习，并积极向上级争取资金，在
大中村创办欣晨面厂。面厂配备先进的烘烤和阳
光照晒两条链条式全自动生产线， 分设原料、配

料等车间，同时配套了实验室等。在这种现代化
条件下生产出的阳罗面，极具市场竞争优势。

面厂建好， 主要安排当地贫困劳动力就
业。龚赛娥的丈夫患有糖尿病，家里特别困难。
现在，龚赛娥在面厂工作，每年有3万元以上稳
定收入。像龚赛娥一样在面厂上班的贫困村民
共有27人，大家对脱贫充满了信心。

目前， 欣晨面厂已建成并进入准生产状
态。预计全面投产后，每年可产、销面5000吨，
年销售收入可达1750万元、 利润200万元，村
集体年经济收入可达10万元以上。

“面厂今后扩大生产规模，还可安排更多
贫困群众就业。通过产业来带动脱贫，这是我
镇积极努力的方向。”阳罗洲镇镇长张铁绵说。

湖南日报11月23日讯（记者 蒋睿 通讯员
杨道伟）昨天，在郴州市召开的第八届湘商大
会暨第五届湘南投洽会上，湘潭市政府、雨湖
区政府与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
雨湖产业新城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
目合作协议。据了解，这是我省首个由政府与
社会资本合作开发建设运营的产业新城项目。

根据协议，“华夏幸福基业”将完成委托
区域的土地整理、 基础设施建设与维护、公
共设施建设与维护、产业发展服务、其他与

委托区域开发建设相关的工作，重点发展智
能制造装备、新能源汽车、新材料3大产业集
群，努力将雨湖产业新城建成湖南的“三湘
会客厅、创智新引擎”。湘潭市雨湖区委副书
记、区长白云峰表示，雨湖产业新城PPP项
目是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省委创新
引领开放崛起战略、大力推进长株潭城市群
“两型社会”建设的重大举措，双方将把项目
打造成为配套完善、环境优美、宜居宜业的
产业新城。

精准扶贫 在三湘
扶贫故事

“老顽固”变身脱贫户

“阳罗面”铺就致富路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开发
雨湖产业新城呼之欲出

轨道交通装备零部件
进口同比下降

国产化率不断提高，进口替代能力不断增强

前10月全省文化产品出口增长1.1倍
产品附加值较低，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

冬修水利
来年无忧
11月23日， 通道侗族自治

县坪坦乡下都村， 村民对年久
失修的灌溉渠道、 烂泥路进行
修整、 改造。 在今冬的水利兴
修中， 该县围绕山区特色经
济， 坚持山、 水、 路、 林、 田
统一规划， 防治并重、 综合治
理， 促进生态保护、 全域旅游
和精准脱贫协调发展。

刘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