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12月21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吴晓华 版式编辑 陈阳要闻07

!!"#$%&'()

! ! ! !!"#$%&'()*+,-.*/00
112343526789:;< =>?@A
"#B/CD)EFGH "$B/I?A)JK
L*M/N/?OL/JGOA&/PQLR S%&
T 'U/ VWXY'Z[\]^$]_`)
abcdefghijk/lmno<pqr
sL/6t+,u-*/vwxy&L$z/(
{J|}~�Y��&L'(/:;8L� �
,H����*/=�9�R S

abc)��6L]^$y$v*�
�����)��/�� ) T/]^�y�
v*�z�q��/ �� %$&* �����

��L��7 S� abc,$%)¡?¢
£/¤¡?¥L$%)¦§��¨©£� ª
i"«*9y)¬/ ¡)?�9�®/¯
d°±²xG³9E/ ´�ªµ¶²x/·
¸¹¬|@º?»&'¼/ ½j¾¿ÀÁ/
��ª=ÂÀÁL )$$$ Ã>?/ ÄÅ ( n
ÃB�

*�sL/ Æ$ÇÈ|ÉL�pÊËÌ
ÍSpnÎ¼ÏÐÌÍSpÑÒÌÍSÓÔr«
j]^$)*Õ/v*Ö×)ØVÙÚ�Û
9¬ÜÅÝÞß ààá¸T/Ââ &% VØV
Ù´ãäåæ/çèéL�E<

ê³�ëìÌÍS/°±íaîïðrñ
ò%Qó/ôõ$%ö÷*/øùÕÙ²L
ú/�µû*�sä/ EöÇÈ)~üý/Ì
Í)þÿ!ÉLR Saîï=V * "~/O²
ØVÙ#«/$%&=V¹'()/*Ö¸
¹+,-/U./01../qrº'()
²¥LØVÙ/23¢L/~45L/A0J
G|ýL/¹U.G|ÉL�

678,�$=VØ$9:;<=)
°±/>ª?@/"«ABwy9;/CÑ¢
ýDÀ� µû�sLv*/¢EÈF½qL
ö�G¯ÑÒSHI�E)CÑä/JJ²x

«EÄK/LMµ®NO/iö%)CÑP
ðQR�� ��/]^$�S) &" nTCÑ
UVK=W/XYZ[\.]ØS^G_¯
`À/ a�,$%�S)bcdefgh/
"l8s/ij[Ekj)F~lm�

]^$$n-6µopqRi/rst
utzt)nv/$%�äwÅ %''+ nB/
xyz{$u|}� ",( v%/ $|}�A
~E) ) ���& ( �/��L +-' v%)

�̀ `ySv*u-*d����� wyz�
ä/ö¸��)¹Ì$¥L9���Ý%)

��bRS� �Ò���¢�Ì�]��r$

%��bR/½�L�ú�Z��Z�e�]
S�/�³7��s�/$�9��" 0
bR��ÄÅ/ L@r��%¡�~¢�
£/¤L@¥¦!�

�XY'§/§|§r¨©��ªä� S
fgL«&/¬L®ö¸�¯°/±�E
XY'²³´³yµy`��/��5*¶
�·¸ &$ ¸ +%-$. v%/y &" £"Õµ¹
$º�*yµ·¸ )& ¸ ($-() v%/ y$
z»$¹¼�*�� &' ÷ +'-% v%/ �'
%%) ¸$½¾�¿ÀÁ�zµ&LÂ� )-" �
�)u-*d/y`Ã %$$//.* ¸$Ä¾�
¿Å²yLØ$F�ÆÇ�

7êrXYÆ$/=÷÷Èc)�*ð
É¥Ú¢ÊËr��)¢�ÕÌÍR

!"#$%&'()
*+, -./

!"# $%& $'( )*+

!"#$%&'()*+,-#./0
123456789':;-8<=>?@
#ABCDEFG

HIJKLMNOPQR0S2"TU
VWXYPZ[B\#]^_0`abc$
%&'()0d?2"7ef8ghi8jk
l#7mPnXYAB0 opcqrst
uv

STUVWXYPZ[B\0warg
VWxyz{8|}~p����XY��
������XYAB0����S���
��v

,-./01234
������0������0HIJ

���� ¡¢TUVWXYPZ[B\
$%&'#£¤efv

!" ¥ ! ¦0 SW§¨©OXª>B«
¬®s¯0¤°±��t²[<³´´Lµ
=¶·�¸¹v ®º»¼½¾O¿Àw
a0`aÁÂÃÄXÅÆ2"� _ÇÈÉ
ÊËÌ4ÍÎÏÐÑ # ÒÓÔiÕÖ#X
ª×ZAB0ØÙÚ[<Û&¢_����
 [<G

½¾OQR0©OËÉÜÝ7Þ�X�

 ef0XªO[ßà "$%&#áâ8ãä0
ãåæçèé8ê8ë�pìríîï"ð
ñò0óô8óä8õö÷v

W§¨©OXª>B«¬®øùú
ÛûTUVWXYPZ[B\0ü9' $ ý
þSÿ!�"#$v pÎ%&0'ïHI×
Z#©OXªü()���v

XªO[AB*+,-�X� ef
.Z�/001�23Xª«¬®456
789�¤:;5<v =Á'>0`*9Û
$%% ?@þ"ð�/0.Z0ABCDEF
� GHIJv

678K0LMNXª '% ç>0OPQ
àRST-0U;VSWX$Y�� ÷S
£¤Zv HIÁ¤[�\�]#l^_0ü
F`a!XO�"¤bcd®� en
fg07Þ�X� efv

hijk0 VWXYPZABl�`H
Irs0mnopAB#qr0sÁ<=AB
#¤t:;T6u4Ídv0 ÿ9l�sF
#ABÏHIFKYÁ¤tw#rsxyv

567809:;<
±TUVWXYPZ[B\#z{0ü

2|HI8:}~�8��TU0¤����
wq�¡¢$%&'#��_�v µHIJ
K�LM8J¼����ÁKv

!! ¥ '% ¦0waF`_�¨-¤Ì�
«¬®4Í�r_�0�&4Í���S
"ð���¡v�®Å�Þ "%%! >0�B
×ZXªF0Á�X7w4ÍABv

®º»¼���QR0`a��D�
�ðB?>#4Í ¡0¢£¢±(# F4Í
¤¥¦µ0[<§)¨©8ª«¬~~8®
¯Ø��X°^±v

���K0 -¤Ì�¡¢XY²³A
B0¢´?µ�XY<=c¶·¸�v ®
`HI¹�y^ï0ü"¤b"ð4Ídv
.Z0º»XY[B¼½rsv

_�¨¾¿Xª×Z«¬®0�Á¤
XÀÁÂÃ�wq�#ABv !! ¥ '% ¦0
waS�®s¯ÜÄrg0ØO[#7Å
ÆXª8ÇÈÉÊXªËÌÉÍv

®º»¼ÎÏÐ¿Àwa0 `a
"%%) >*Å�D4Í�r_�0 2"?Ñ
t�B�r�� !%% ?�vmÒÓUÔB-
ÕÖ^Õ×�ØsÙAÚ¡0ÛÛw¸�w
ÖÜ0ÝÞÅß8c7<îv

±¡¢Xªq�dveàAB0ÿt&$
`HI9'¹$0¤�á�â!"#O[ã8
â3Õ#ä(;åæ`HIçv µÎÏÐKv

±�w*ÁO[?µSW§¨èÂXX
ª«¬®é`DêÁëgv wa�`0�
®ì«�ÖY²«¤í�Èîï0!ðñ
«[<#O[�òv±óôüÿõö÷`x
øIù_0Xªúû*n"ðü6O[v w
aAB�Ö�ý>[þÿ !%% @þv µ®
!"�QRv

#ß0�®øz$HIv

=>?@0ABCD
<=*Á%&?8O[?0;ä9AB0

AÁ9^_YD'Ã�v
±ÿtz$HI#XYABYÁðB-

(0�«Ð)*8+,-Ä\8x-*�O[
#_åà.Ð/Xª<=0�«��XY�
�80¨t1Xª®�O[#23Xª<
=v µHIJÖB\!"��waQR0±p
ÎKÁ-=4�8&567v µ

!" ¥ ! ¦0 waF`W§¨x-*X
ª«¬®�8Ð/ÜÍ90*+bÛ}�
\Ôvÿ!#¤:¤{0ö;Ò<=>?Ú0

ü@h#.AB38Ch#ÌsLD8\h
#EF�G0HIéJKLÍv

'> ! ¥0M_�ö;ÖÜ-N8�8
Ð/º»¼½�8IO#�8{0¡¢P¤
#wCåQ·XªÕÝ3�RSTÜÍU
Vá_��Xs02rlWXC²8ÜÍ�
YZ[\]v

!" ¥ " ¦0S��XY��«¬®0
warg^*+¤z-_\8 ÜÍ`a0Ó
båÆc8de8fg0h�8i\j/k
l8mnopv

pqXrsá�t8��XY��«¬
®º»¼�"�Ku±�ÖO¹Å2Ãv
\Q·0ÁwxÖ�ay]�z{|0O[
}Òwa<=>~²#[<v µ

��XY���ûXªY}LÞ_�
µ�IONt�0 �®O[# *+,-./00
����~�<=�r0!ï¢��_���
%e8_��=[<v

W§¨0¨t�Xª«¬®Á�!
�±_�×Zµq�¢±_�<=µ0�±[<
)�µq�¢±<=÷}µ#!ð¦0j�D
_�XªðB<=��i#.�v �ß0�
®S��#)��m��X0����È
"" Xv

�QR0ùúÛûHI#�çXXªA
B_01% ?X�«_���%e°�µ�
%ev  �«�K0±ó���z^9[0$
D !% >ï0��Xªpné�HI�� µ

EFGHIJK!LM" !"#$%&'

湖南日报记者 熊远帆

12月20日上午，备受瞩目的马栏山视频
文创产业园正式奠基，从梦想走向现实的“中
国视谷”该如何打造？

浏阳河九道湾环抱下的文创园

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选址长沙市开福
区朝正垸鸭子铺， 包含湖南广电所在的金鹰
城和浏阳河九道湾环抱下的鸭子铺地块，园
区规划的核心区为5平方公里， 总投资预计
300亿元。

产业园将呈现“一轴一带， 两翼三区多
岛”的规划格局。

“一轴”即城市活力轴；“一带”即中央景
观带；“两翼” 即滨河生态廊道；“三区”即
TOD城市综合发展区、滨河数字文化创意区
和滨河生态区；“多岛” 即产业服务的功能智
慧岛。

根据奠基现场展示的部分项目图显示，
园区内将建设芒果湾区大厦， 建成后将会成
为中国最具规模的数据版权交易中心、 节目
制作基地、视频电商总部基地。快乐购总部基
地将继续致力跨行业、跨媒体、跨地区发展，
成长为国内新一代家庭购物行业领军者。

金鹰节视频大会总部基地将成为园区内
众多知名品牌企业发布信息和交流合作的平
台。其中，视频大会既是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
园亮相全球的重大活动， 也是湖南广电从电
视媒体向融媒体转型升级的又一招牌。

马栏山国际数据版权交易中心是产业园
为能覆盖更广泛的金融需求而打造的交易平
台，为互联网内容生产者提供版权孵化、版权
投融资等版权综合性服务， 推动与互联网数
字版权相关产业的健康发展， 将成为在视频
传媒等核心产业之外增加的外延产业。

打造一个虚实结合的
“视频产业生态圈”

马栏山是湖南广电的驻地和大本营，经
过十几年的发展， 聚集了一大批视频生产制
作企业和创业群体，形成了一定的产业基础。

将优势产业基础转变为完整的产业链，
将是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的最重要功能。

湖南广播电视台副台长、 马栏山文化创
意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朱皓峰表示， 产业园
将以视频数字+技术、 创新创意和版权交易
为核心， 以长沙现有传媒产业为基础进行完
善，虚实结合提升产业集群。

虚态布局方面， 马栏山芒果视频产业生
态圈将以视频大数据库为基础构建中国最大
的视频云； 将举办中国最具权威的视频节
庆———金鹰电视节和全球视频大会； 将以对
接视频内容与发行平台为目标成为中国最大
的视频分发中心。

实体建设方面， 以打造视频生态链闭环
为目标，建成七大基地，分别是芒果短视频生
产基地、视频产业孵化加速基地、视频后期制
作基地、 数据版权交易基地、VR电影体验基
地、 高科技数字演播基地、 芒果动漫电竞基
地。

在视频传媒核心产业之外增加消费性、
体验性、服务性的相应外延及相关产业。马栏
山国际数据版权交易中心将为园区产业的金
融需求而打造交易平台， 向产业集群的完善
提升迈出重要一步。

湖南广播电视台台长吕焕斌介绍， 对标
中关村，马栏山的定位是“产城融合，智娱经
济”，它是互联网思维的，是国际视野的，是生
态结构的。将打造一个集视频技术研发、内容
生产、制作传播、运营服务、交易推广、资本孵
化和人才培养等于一体的全要素、全周期、全
链条的“视频产业生态圈”。

政策干货支持诚意满满

为了支持园区建设，鼓励企业、人才入驻，
长沙市委、市政府诚意满满，发布了《关于支持
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建设发展的意见》和系
列支持政策。

建立审慎包容监管制度，开展集体经营许
可试点，引进发展视频文创总部，建设视频文
创人才特区，支持建设文化产品保税仓……意
见全篇21条，条条是干货，可操作性强。

尤为引人注意的是，园区将推行多元投资
建设开发模式，支持园区开展房屋租售同权试
点，综合采取房租优惠、面积奖励等方式，鼓励
园内项目、企业及个人通过租赁形式开展投资
创业。

此外，为引进发展视频文创总部，国内外
知名视频文创企业及研发机构、经济组织等在
园区设立区域性总部、 职能型总部或分支机
构，且注册为法人单位的，自认定当年起，按主
营业务收入规模等级，给予相应规定办公面积
的5年期房租减免优惠； 按对市级财政贡献部
分计算，前3年给予50%奖励，后2年给予30%奖
励。

针对视频产业人才需求，长沙不但支持园
区引进名人名家、演艺名流、创意大师等国内
外视频文创高端人才，按人才政策规定享受相
关政策优惠。还将建立开放包容、灵活柔性的
人才引进培育体系，制定马栏山青年人才发现
计划，广泛集聚吸纳草根明星、演艺新人、民间
艺人、网络红人等各类人才创意创业。

经认定且在园区投资创业的紧缺急需创
新创意人才，其年度当年税前工资薪酬（不含
分红等）收入在20万元及以上的，按对地方财
政贡献部分的80%给予为期5年的奖励。 同时，
园区探索设立马栏山星探奖，对推荐引进优秀
人才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或集体，可给予最高
不超过20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湖南日报12月20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何志强）12月17日，在北京举行的
第三届中国美丽乡村建设发展论坛上，资
兴市被评为“中国美丽乡村建设示范地
区”。同时，益阳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获评“中国最美乡村旅游目的地”，浏阳市
获评“中国宜居乡村典范县（市）”。

这届论坛由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主
办，以共建、共享“宜居、宜业、宜游美丽乡
村”为主题，推选了一批美丽乡村建设的典

型，以便为各地提供借鉴、树立标杆。
据了解，近年来，资兴市按照“打造亮

点、串点成线、连线成片、整域推进”的工作
思路，以“十镇百村”示范片为抓手，以美丽
乡村建设为支撑，以全域旅游为带动，全力
推进统筹城乡发展工作，打造产业兴旺、生
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
美丽乡村。目前，该市已成功创建省级美丽
乡村示范村3个， 郴州市级美丽乡镇2个、
示范村16个。

“中国视谷”这么造

冬日星城
花正艳
12月20日，长沙市

城区各类鲜花盛开正艳
（拼图）。近年，长沙市园
林局通过合理搭配栽种
绿植花卉， 打造了城区
常年绿色、 四季花开的
生态环境， 为宜居宜业
宜游的品质长沙增彩、
添香。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湖南日报记者 黄巍 雷鸿涛
通讯员 许印文

“割了0.2亩红薯藤，收入400多元。”
近日，会同县沙溪乡玩洞村贫困村民林世
福高兴地说，村里办起源生生态生猪养殖
合作社后，以前没人要的红薯藤卖俏了。

林世福说，今年他家红薯地收割薯藤
两季，再加上即将开挖的红薯，1亩地可收
入4000余元。 加上家里种的大叶青菜、萝
卜、 南瓜等， 今年卖青饲料可收入近2万
元。

“村子周围方圆10公里的红薯藤都让
我们收购完了。” 玩洞村源生生态生猪养
殖合作社负责人沈卫平介绍， 去年初，他
返乡创业， 租下村里荒置的山头旱地100
余亩，投资300余万元，办起了巴马香猪生
态养殖场， 并牵头成立生猪养殖合作社，
与江浙等地多家肉食品市场签订供货合
同。今年7月以来，出栏巴马香猪700余头，
收入100余万元。

据了解，巴马香猪是一种土猪，原产
于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巴马香猪生长
周期在7个月以上，体型不大，出栏时每头

只有30公斤至50公斤重。”沈卫平说，生猪
采取土法喂养，目前合作社存栏生猪1500
头，每天需要青饲料（红薯、薯藤、南瓜、萝
卜等）2吨。他邀请当地贫困村民入股合作
社，参与生产管理，并发动贫困户种植青饲
料，合作社统一收购。

“我种的南瓜大丰收， 卖了1000多
元。”村民侯迁发说，他今年在新造的杉木
林里种了37株南瓜。秋收时，合作社按每
公斤0.8元的价格收购。 侯迁发高兴地说，
南瓜好种易收，以前家里种1株都吃不完，
任其烂在藤上，没想到现在可以卖钱，明年
打算把家里的空地都种上南瓜。

村里贫困户李要平易地搬迁后，担心
离开原来的田地找不到收入。去年，生猪养
殖合作社安排他务工，年收入3万余元。今
年， 合作社又与他签订10亩牧草种植合
同，由合作社提供地、种子、肥料，并按市场
价收购，预计年收入可达6万元。

“今年已收购20万元青饲料。”沈卫平
说，合作社养殖规模稳定后，每年消耗青饲
料700余吨，价值40余万元。目前，合作社
已与25户村民签订青饲料收购协议，其中
贫困户12户。

湖南日报12月20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陈健林 王蓉 )“今年香芋价格蛮
好，脱贫没有一点问题。”近日，江永县千
家峒瑶族乡凤岩山村贫困户徐永湘在县
纪委驻村扶贫工作队帮助下种植的15亩
香芋，已进入采收期。扶贫工作队帮他联
系的买家，来到香芋地里商谈收购事宜。
据初步预计， 徐永湘的香芋每亩产值可
达8000多元， 规模种植香芋让他一举脱
贫。

江永县素有“中国香芋之乡”之称。今
年以来，该县积极引导贫困户发展香芋生
产， 并对种植香芋的贫困户每户发放600

元产业扶贫资金。62个贫困村驻村扶贫工
作队注重“技能扶贫”，本着“贫困群众学、
党员干部帮”的原则，由农技人员、帮扶干
部带着资金、技术，结对开展“点对点”的技
能帮扶，让贫困户学到技能、发展产业。源
口瑶族乡七工岭村实行“党员干部帮、种
植大户带”，发展香芋1200多亩，产值可突
破1000万元。七工岭村还带动了周边的朝
阳、八角亭等村种植香芋1.15万亩。全乡8
个贫困村1801户贫困户中，有1096户种植
香芋，面积达1.7万亩。目前，全县发展香芋
6万多亩，其中贫困村种植香芋3.6万亩，占
总面积的“半壁江山”。

种青饲料 养生态猪
精准扶贫 在三湘

江永香芋“香”了江永

资兴获评“中国美丽乡村建设示范地区”
益阳、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获评“中国最美乡村旅游目的地”
浏阳获评“中国宜居乡村典范县（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