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周勇军 通讯员 燕镜

11月28日，细雨霏霏，雾气蒙蒙，桃
源县郑家驿镇笼罩在一片烟雨中。

郑家驿镇是桃源刺绣传承发展重要
基地。当天，记者慕名来到该镇寺坪村“郑
家驿刺绣传承基地”，参观了基地展厅。展
厅里展出了600多幅桃源复古刺绣茶枕、
刺绣团扇、刺绣屏风等产品，美轮美奂。

展厅两侧， 是绣房操作间，3位妇女
正在飞针走线。其中年纪大的叫谢惠兰，
是郑家驿镇五里村人，她擅长绣单面绣，

绣出的景物足以乱真。她告诉记者，在郑
家驿这个地方， 上了年纪的婆婆姥姥都
会刺绣，她的刺绣手艺就是跟奶奶学的。
以前，女子刺绣绣得好不好，是考量她是
否心灵手巧的标准。

桃源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郭勇军告诉
记者，谢惠兰原是五里村的妇委会主任，
为了把桃源刺绣传承下去，她四处求艺，
绣技越来越高。2007年， 专门拜沙坪镇
刺绣高手张春桂奶奶为师。10年苦学，
她成为桃源刺绣传承人之一。2015年郑
家驿刺绣传承基地建立， 谢惠兰主动请

缨到基地担任技师， 授徒传艺， 带出了
200多个绣娘。

为了解桃源刺绣的传承， 记者专程
来到大山深处的红花村， 拜访了张春桂
老人。这位85岁高龄的老人正坐在火塘
旁绣鞋面。 她告诉记者， 现在日子好过
了，但她闲不住，趁着耳不聋、眼不花，靠
祖传绣技纳纳垫底、绣绣鞋，去墟场换些
零花钱。她还在郑家驿刺绣传承基地，带
出了300多个徒弟。

“这两年，桃源刺绣发展快、影响大，
主要得益于政府重视、理念转变、文化公
司介入、全域旅游兴起。”郑家驿镇党委
书记郭凌云介绍。 桃源刺绣主要以图腾
文化为主， 观赏性虽强， 但没有形成产
业。为此，引进了桃源明辉文化艺术传播
公司、湖南翦伯赞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这
两家公司紧贴旅游市场， 将桃源刺绣融
入现代元素，受到消费者青睐。令人高兴
的是， 桃源刺绣今年入选文化部中国文
化之旅项目，7月29日参加了湖南邵阳
站展示， 并由传承人罗明华向宝马集团
赠送了一幅桃源刺绣。 服装设计师
sARAyun还邀请罗明华，在北京共同制
作5件桃源刺绣图案时装，11月13日在
中国文化之旅北京站亮相。 这是桃源刺
绣及传承人第一次与专业设计师合作，
登上T型台。

近日从文化部又传来好消息：桃源刺
绣将赴法国，参加中国文化之旅时装展。

小小绣花针，做成大产业。记者了解
到，桃源为了做大做强刺绣产业，去年在
县职中专门开设了两个刺绣班。目前，全
县绣娘发展到了4000多人，刺绣年产值
达到2000多万元。常德市副市长、桃源
县委书记汤祚国说， 桃源刺绣绣出了一
片产业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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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1日讯（记者 曹辉 通
讯员 张缤）11月18日， 在北京世纪华天
酒店举行的湘潭县·湘潭天易经开区项
目推介会上传来好消息， 天易经开区发
布19个优质项目，成功签约晖龙·天易大
数据中心、 启迪桑德湘潭天易经开区环
卫车等10大重点项目，引资额达164.5亿
元。这是该区今年大力实施“招商一号工
程”、采取开放式招商而取得的又一重大
进展。

这次与天易经开区签约的10大重点

项目，都是产业前景看好、与该区产业定
位吻合的优质重大项目，涵盖大数据、新
能源、文化旅游、电子商务等领域。

今年来， 天易经开区把招商引资工
作作为“一号工程”来抓，“一把手”到一
线“上门招亲”，抓项目对接，抓项目落
地，以项目带动产业，以产业壮大园区，
积极打造实力天易、 魅力天易、 活力天
易。此前，该区还开展了两次大规模的重
大项目集中签约、开工、竣工仪式。这些
强有力的举措， 让该区招商成果创历年

新高，极大激发了员工干事创业的激情。
据统计， 天易经开区今年已新引进

项目50个，合同引资240.1亿元，其中过
亿元项目25个，过10亿元项目4个，过20
亿元项目3个，引进项目数和引资额均创
历史新高。实现到位资金40.5亿元，接
待客商520余批次，包装和发布重点招
商引资项目20个， 目前重点在谈项目
40余个。

招商直接带动了项目建设 该区
各项经济指标一路飙升， 园区发展更

是可圈可点。今年前10个月，该区完成技
工贸总收入614.6亿元，增长20.5%；完成
规模工业总产值354.2亿元，增长20.1%；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44.1亿元 ， 增长
25.1%，增速居全市园区第1位。

湖南日报12月1日讯(记者 黄巍 通
讯员 胡益龙 )“侗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后，游客比以前多多了。”近日，在通道侗
族自治县双江镇芋头古侗寨，“芋头侗家
乐”的主人龚爱仙开心地说，她打理餐馆
和客栈生意，年收入达10余万元。

通道是侗族文化重要发祥地。 尤其
是这里的侗寨文化， 作为千百年来活态
生存和繁衍的文化遗产，具有原真性、完
整性和很高的普世价值。2015年7月，经

专家现场考察评估， 湖南侗族村寨申报
世界文化遗产确定由通道芋头、横岭、坪
坦、阳烂、高步及绥宁上堡、大团等7个侗
族村寨作为正式申遗点，由通道、绥宁两
县联合申报。两年多来，通道坚持“保护
与利用并举”原则推进侗寨申遗，出台了
侗族村寨保护条例等地方性法规。 整合
各类项目资金4.72亿元， 实施了申遗侗
寨文物本体修缮、建筑风貌维修、申遗地
新村规划、侗寨基础设施建设等。

同时， 通道利用侗族特有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策划举办了芦笙文化节、侗族
大戊梁歌会等一系列节庆活动， 扩大遗
产地知名度。 并加强侗族村寨核心价值
研究，加快启动湖南侗族博物馆建设，组
建了300余支民间文艺团体，培养民族文
化技艺传承人1500余人。

通道还借助侗寨申遗， 深度挖掘和
开发民俗体验游产品，在芋头、高步等申
遗侗寨推出了民俗体验、农耕体验、民族

手工艺制作等旅游产品， 推动旅游业发
展，促进侗寨群众脱贫致富。坪坦乡坪坦
村是一个贫困村，通过开发民俗风情、侗
寨风貌游，每年吸引游客10多万人次，实
现旅游收入3000余万元。 目前， 全县有
4.6万人从事旅游业， 申遗侗寨贫困户由
原来2155户10557人减少到444户1467
人。今年1月至10月，全县接待游客388.2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1.7亿元，同比分
别增长37.3%、45.6%。

长沙县：
“无缝监管”保食品安全

湖南日报12月1日讯 （记者 李治）
为迎接2017年长沙市创建国家食品安
全示范城市，长沙县启动了“食品安全护
苗行动”等8大专项整治。今天召开的新
闻发布会， 通报了无缝监管保食品安全
的成果。长沙县注重源头治理，率先全省
全面启动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治理等8
大专项整治。在监管领域，长沙县近年来
建立完善了县、镇（街）、村（社区）三级食
品药品监管网络， 配备了集视频拍摄、
GPS定位等功能于一体的执法记录仪。
投资4000余万元在全省率先组建食品
安全检测中心， 建成45个快检室、42个
农残检测室， 每年监督抽检食品30000
批次以上。

岳阳：
成立蔬菜院士工作站

湖南日报12月1日讯 （记者 王晴
通讯员 吴德胜）今天，岳阳市委、市政府
隆重举行湖南新泰和绿色农业集团院士
专家工作站揭牌和湖南农业大学校企合
作签字仪式。据省科技厅负责人介绍，新
泰和院士工作站是以中国工程院方智远
院士及其团队为核心，依托中国农科院、
岳阳市菜科所联合进行科学技术研究的
顶级科技创新平台， 是全省蔬菜领域的
第一家院士工作站。它的落户，将有效激
活新泰和的研发资源， 充分发挥院士专
家们的科研优势， 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
率， 极大地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知
名度。

湖南日报12月1日讯 （记者 雷鸿
涛 通讯员 李光）今天，由国家柑橘加
工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湖南省柑
橘产业技术体系、 湖南省武术协会主
办的2017中国·麻阳冰糖橙采摘暨武
术文化节在麻阳苗族自治县开幕。此
次活动为期一个月， 旨在全面宣传推
介麻阳冰糖橙产业， 打响麻阳武术之
乡品牌。

“今年我家的冰糖橙有两万公斤
左右，收成大概三四万元。”在自家的
果园里， 麻阳高村镇的果农刘吉林乐
呵呵地说。麻阳有“中国冰糖橙之乡”
的美誉，该县对冰糖橙产业实行“统一
发展规划，统一品种品牌，统一供应种
苗，统一技术指导，统一销售推广，分
户管理”的“五统一分”生产模式，实行
“企业和合作社+基地+农户”的购销一
体化方式。目前，全县柑橘面积达32.1
万亩，产量47.8万吨，产值达9.4亿元，
其中冰糖橙种植面积20.5万亩左右，面
积和产量均占全国的1/4，成为脱贫产
业、富民产业。

活动现场，来自广东、江苏、贵州
等地的客商， 纷纷与麻阳当地柑橘销
售企业和合作社签约， 达成意向性签

约2.5万吨。
开幕式上，麻阳被湖南省武术协会

授予“湖南省武术之乡” 的牌匾。2016
年， 麻阳正式启动创建武术之乡工作，
把武术之乡创建与建设长寿旅游名县

结合，目前全县习武人数已达2万多人。
作为此次节会的另一重头节目———“拳
星时代”世界极限格斗系列赛麻阳站比
赛，则于11月30日晚在麻阳体育馆率先
举办。

湖南日报12月1日讯 （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曹超 刘
向葵）今天下午，湖南城陵矶2017年“一区一港四口岸”奖
励资金（第一批）发放仪式上，58家企业分享了3241万元奖
励资金。岳阳市委副书记、城陵矶新港区第一工委书记李
爱武称，奖励旨在鼓励全力以赴加快发展、全民上阵上大
项目、全心全意帮扶企业，不断推动新港区创造新业绩、迈
上新台阶。

2015年初，岳阳为发展开放型经济，出台了《促进岳阳
城陵矶“一区一港四口岸”加快发展奖励办法（试行）》，并以
市政府“一号文件”下发，从航线航运培育、外贸企业扶持、
通关环境优化等方面明确了13条含金量高、奖补力度大的
优惠政策措施，引导企业提振信心、攻关技术、加大投入，
提升竞争力。自2016年以来，湖南城陵矶新港区先后4次发
放“一区一港四口岸”奖励资金，奖金总计超1.2亿元。

当天的仪式上， 湖南远洋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等7家
航运企业分享了2168万多元；岳阳城陵矶新港有限公司作
为口岸经营企业代表，获得200万元奖励；岳阳林纸股份有
限公司等22家进出口企业分享了351万多元； 岳阳印象贸
易有限责任公司等28家综保区相关单位分享了521万多
元。湖南远洋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维说：“政府
持续采取激励政策，支持企业做大做强，企业收益颇多，发
展信心更足。”

岳阳四度重奖
外向型“龙头”企业
发放奖励资金超1.2亿元

湖南日报12月1日讯（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彭军）“在
自己办公室电脑上，打开事业单位在线网站，用二维码图
片登录后，填写申报资料，只需等待审核、坐收证书，再也
不用带着一大摞资料跑来跑去。 网上登记， 真是太方便
了。”12月1日， 娄底市城建投资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小郭
在完成该单位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时感叹道。这是娄底市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实行网上登记“审批不见面，一次都
不跑”的一个缩影。

娄底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针对过去登记管理服务不优、工作流程不顺、审批时限
过长等问题，建立健全“在线服务、网上办理、快递送达”登
记管理服务机制，着力打造“放管服”改革加速版。

申报事项“一次性告知”。办理办结“一站式到位”。后续
监管“一张网运行”。将工作重点由“登记为主”转换为“登记
和管理并重”，切实做到精准监管、管而不死、放而不乱。

11月30日下午， 张家界武陵源风景名胜区袁家界景
区，一群猕猴簇拥在一起，相互取暖。当天，受寒潮影响，该
景区气温低至4℃。 雷兰优 摄

抱团取暖

“审批不见面，一次都不跑”
娄底机关事业单位
实行网上登记

食品抽检合格率达99.08%

雨花区注重食品安全
湖南日报12月1日讯 （记者 姚学文

通讯员 陈文美）长沙市雨花区创建国家
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工作成效显著， 今年
来全区食品抽检合格率达99.08%。这是
雨花区政府11月30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上透露的信息。

该区将“人民满意”农贸市场建设、
示范社区菜店建设、食用农产品检验检
测、“明厨亮灶”工程实施等工作纳入重
点民生实事项目。对食品安全违法行为

“零容忍”。对辖区涉食企业进行整体评
估， 每季度定期发布食品安全“红黑
榜”， 起到良好的食品安全引领警示作
用。

目前， 雨花区建成13个高标准基
层食药监所快检室、30个农贸市场与
生鲜超市快检室、76处学校食堂快检
点。全区建设“视频厨房”200余个，完
成“透明厨房”改造300个，建成豆制品
米粉湿面等生鲜食品冷链销售门店60
家、豆制品集中生产基地1个，建成万
科鲜开心“人民满意”农贸市场和家润
多朝阳店“省级放心肉菜示范超市”。
食品安全“红黑榜”覆盖全区169个社
区（村）。

12月1日上午，麻阳苗族自治县冰糖橙种植基地，身穿民族盛装的苗族姑娘在
采摘冰糖橙。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以橙为媒 以武会友
麻阳举办冰糖橙采摘节

绣出一片新天地
———桃源刺绣传承发展见闻

桃源刺绣传承人罗巧年（中）在郑家驿刺绣传承基地传授刺绣技艺。 陈振坤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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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17328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427 1040 444080

组选三 358 346 123868
组选六 0 173 0

0 03

种下梧桐树 引来众凤凰
天易经开区今年引进项目数和引资额均创历史新高

申报世遗寨 游客踊跃至
道县旅游业从业人员达4.6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