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2月28日讯 （记者
邓晶琎 李秉钧 通讯员 田雪）今天
上午，炎汝高速二期工程（汝城剩余
段）建成通车，标志着炎汝高速全线
开通， 湖南新增一条南下广东的出
省“大动脉”。交通、交警部门提醒，
元旦小长假将至，29日下午起将迎
来出行高峰， 为避开车流拥堵的京
港澳高速， 建议南下广东的车主选
择炎汝高速出省。

炎汝高速经炎陵、桂东、汝城，
与广东省仁新高速公路相接。 炎汝
高速全长151.197公里， 主线已于

2013年底建成通车。由于当时广东
省境内对接项目仁新高速尚未启
动，因此，我省规划将炎汝高速剩余
段（井坡至三江口）18.99公里与广
东仁新高速同步建成。

炎汝高速二期工程开通后，九
龙江收费站成为炎汝高速通往广东
的主线收费站， 也是我省最南端的
省际收费站。 车主南下广东可避开
车流较多的京港澳高速， 通过炎汝
高速直接出省进入广东后， 转仁新
高速、韶赣高速等，实现全程高速直
达广州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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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刘飞

“我一个农村妇女，不善表达。扶
贫队对我们太好了，我想写条短信感
谢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写。记者同志，
请你帮牤，我对他们说声‘谢谢’。”12
月26日， 邵阳县塘渡口镇岐山村村
民陈美凤对记者说。

陈美凤所在的岐山村，地处资江
源头， 山清水秀， 但长期以来交通闭
塞、经济落后，属国家级贫困村。2017
年1月，岐山村与新华村合并，合并后
新的岐山村共有贫困户108户425人。

2015年， 湖南财信金融控股集
团帮扶工作队进驻岐山村，改变从这
时候开始了。

“工作队帮我们安装了自来水，
帮我整天在家昏睡的儿子联系北京
的木工师傅学做木工，学会了还安排
工作。现在，我儿子每个月有五六千
元工资。”陈美凤老公有病在身，说起

自己的“脱贫路”，她数度哽咽。
2016年，驻村工作队免费提供灵

芝菌种和技术，又帮陈美凤种植灵芝，
当年获利五六千元。陈美凤还以家里6
亩荒地加入油茶合作社， 每年有近万
元收入。如今生活变好了，今年底，陈
美凤将摘掉“贫困户”的帽子。

说起今非昔比，帮扶工作队队长
刘立志对刚进村时的情景印象深刻。
一座大山挡住村里的出路，村里道路
全是泥巴，山上荒芜，房屋破旧，水味
发苦，村庄分隔在资江两岸，往来不
便，村里没有产业，村民普遍贫困。

2015年4月，工作队进驻后，在一
个月不到的时间里，就完成了“岐山村
三年扶贫规划”，从建设基础设施到发
展产业，大刀阔斧推进精准扶贫工作。

为扫除村里发展的最大阻碍，工
作队决定推掉阻碍村里出行的山头，
拉通岐山村连接317国道的道路。

为了保证工期和质量，刘立志把

办公场所搬到了工地， 连续奋战了3
个月。而今，一条宽6米、长4.23公里
的高标准炒沙路正式拉通，为村里的
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与此同时，
村里硬化通组公路5公里， 建设产业
园生态公路10公里； 新修高标准水
上码头，购置船舶，开通水上交通，村
民出行畅行无阻了。

“发展产业才能真正改变村里面
貌。”刘立志清楚知道。2016年，工作
队引进灵芝产业，但是，由于对该产业
不熟，村民们不愿种植，工作队一家一
户上门劝说、解释，最终，45户贫困户
尝试种植，当年，每户增收4000余元。
2017年春节后上班第一天，村民们纷
纷找到工作队要求种植灵芝。 工作队
引进第三方公司，进行集中培育，村民
不用管理，年底便可分红。今年11月，
村民们第一次分红总计近100万元。

在发展灵芝产业的同时，工作队
带着村民们向1200亩荒山进军，去

除茅草，种上油茶，采取“合作社+大
户+农户+基地”模式，贫困户通过土
地入股成为股东，挂果后每户每年可
获5000元左右分红。

为了村里的发展，工作队几乎是
连轴转，工作队队员周维，在2016年
初便检查出髌骨积液，但是，一直忙
于村里的建设，没有时间医治，直到
前不久，在村里扶贫工作已大功告成
的情况下，才入院治疗。

刘立志兴奋地告诉记者，通过近
3年发展，2017年岐山村村民人均收
入可达1万元，是2014年的3倍多，村
里所有贫困户脱贫，贫困村“摘帽”。

完善的交通等基础设施，加上自然
生态优势，为岐山村后续发展打下了坚
实基础。 邵阳县投资3亿元的医疗养老
中心将落户岐山村。岐山村连片的油茶
林还将建设一条高标准观光带，山下农
田将发展休闲农业，资江河上将建设水
上乐园。未来的岐山村前景一片光明。

湖南日报12月28日讯 （记者
王文隆 通讯员 宁琼雅）今天上午，
湖南省首届工程机械再制造产品展
销会在浏阳高新区再制造展示交易
中心举行，山河智能、三一再制造、
轩辕春秋、法泽尔、中大机械、鹏翔
星通等30余家知名企业携百余套
产品集体亮相。

本届展销会由浏阳高新区管委
会主办， 湖南省工程机械再制造产
业联合会、 长沙市工程机械再制造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浏阳圆成
智造公共服务平台有限公司共同承
办。在20000平方米的展厅，共设工
程机械展区、建筑机械展区、专用车
辆展区、零部件展区4大专题展区。

对工程机械进行再制造， 可以

平均节约成本50%，节约能源60%，
节约材料70%， 是资源循环利用的
最佳途径之一。 浏阳高新区作为国
家首批再制造产业示范基地和国家
首批绿色园区， 一直将再制造产业
作为特色产业来抓， 目前园区已集
聚轩辕春秋、法泽尔、中大机械、三
一再制造等30余家再制造企业，建
成九大再制造平台， 形成了再制造
产业闭式循环体系，预计未来3年园
区再制造产值可达百亿元。

“湖南作为工程机械之都，理应成
为工程机械再制造领域的绿色制造、
智能制造的示范区。” 省政协经科委
主任吴金明等人寄望浏阳，打造以浏
阳高新区国家级再制造产业示范基
地为核心的“再制造工程机械医院”。

“我对他们说声‘谢谢’”

工程机械再制造产品首次展销
寄望浏阳打造“再制造工程机械医院”

炎汝高速全线开通
湖南新添出省通道，南下广东可从九龙江收费站出省

篦子三尖杉 古丈有一群

湖南日报12月28日讯（记者 杨
元崇 通讯员 王本忠）12月28日下午
2时， 古丈高望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管理局工作人员在该区雄溪调查动
植物资源，走入一条海拔500多米的
沟谷时，发现一种成片集中分布的珍
稀濒危植物———篦子三尖杉。

据现场调查，篦子三尖杉集中分布
面积约15亩， 上层乔木主要有枫香树、
湘楠、赤杨叶等，灌木以西南红山茶和
紫麻为主，还有一小部分竹林；地被植
物主要有赤车、广州蛇根草、华中冷水
花等。 篦子三尖杉最大的胸径10厘米，
树高4米左右， 最小的株高在20厘米以
上，从其树高和胸径呈阶梯状分布来判

断，其种群的年龄结构合理，植株健壮，
是一个非常稳定健康的野生群落。

篦子三尖杉为三尖杉科常绿灌木
或小乔木，树皮灰褐色，形似旧时妇女
梳头用的篦子而得名，为国家二级保护
植物渐危种；其树形美观，枝叶四季浓
绿，是美化环境最为理想的观赏性稀有
名贵树种；该树种子、枝、叶含多种植物
碱，具有杀虫、润肺、疗痔、消积等功效。
此次发现对系统研究高望界保护区植
物区系和三尖杉属分类及其起源、分布
和药用价值均具有重要意义。

高望界保护区在以往的多次科
学考察中，篦子三尖杉仅发现有零星
的分布，该次群落的发现，实属罕见。

湖南日报12月28日讯 （记者
戴鹏） 第三届长株潭互联网大会日
前在株洲召开， 国内互联网行业领
军人物、互联网专家学者、投资人、
自媒体大咖和创业精英等1300余
人参加。

这届大会以“融实业·创变未
来”为主题，由省经信委指导举办，
旨在汇聚长株潭互联网力量， 搭建
长沙、株洲、湘潭之间共享共治的互
联网交流平台， 推动本地产业信息

化发展和互联网产业升级， 为全国
各地连接长株潭提供交流合作平
台。会上，与会者紧扣株洲元素，深
入探讨如何在创新、开放、融合、共
享的基础上，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与
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推动数字经济
蓬勃发展。 来自全国各地的互联网
行业大咖、网络红人、自媒体大咖、
创业精英等还组成红人方阵， 进行
了微信直播， 当天直播点击量达到
50万人次。

精准扶贫 在三湘
驻村帮扶故事

� � �湖南财信金融控股集团帮扶工作队进驻岐山村不到
3年，村民年人均收入增长3倍多，村民激动地说———

湖南日报12月28日讯 （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陆雨） 我省不断加
快企业办社会职能分离移交， 减轻
企业压力。 省国资委今天发布的消
息显示，截至目前，81家有“三供一
业”分离移交任务的省属企业、中央
及中央下放企业， 共启动项目367
个，占总任务比例97%，其中，省属
企业供水供电移交已基本完成。

因历史原因， 老国企承担着职
工相关生活职能，包括水电、物业、
社区等， 每年要付出大量资金和人
力成本。今年以来，我省国企加快分
离移交办社会职能步伐， 轻装上阵
闯市场。

据了解，我省共有“三供一业”分
离移交任务的省属企业、中央及中央
下放企业81家， 涉及项目376个，需
分离移交供水68.13万户、供电62.15

万户、 物业管理57.96万户。 截至目
前，81户企业启动项目367个、 占总
任务比例97%，“三供一业”完成分离
移交或签订框架协议的供水57.81万
户、占总任务比例85%，供电55.79万
户、 占总任务比例90%， 物业管理
22.74万户、 占总任务比例39%。其
中，省属企业“三供一业”完成分离移
交或签订框架协议的供水、 供电、物
业管理分别占总任务比例 98% 、
99%、39%，已基本完成年度目标。

省国资委主任丛培模介绍，明
年将全面启动物业移交等相关工
作， 实现物业管理市场化， 确保
2018年年底前基本完成国有企业
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工
作，2019年起国有企业不再以任何
方式为企业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
承担任何费用。

湖南日报记者 王晗

两端10余米高的组合钢柱作
支撑，4个350吨液压千斤顶同步提
升……12月27日，随着湘江欢乐城冰
雪世界钢结构屋盖首榀主桁架提升
就位， 这个从废弃矿坑上新生的、我
省首个世界级特大创新型综合旅游
产业项目的施工，进入了高潮阶段。

湘江欢乐城位于湖南湘江新区
大王山片区，有五大核心项目。其中，
由欢乐水寨和欢乐雪域组成的冰雪
世界，将是迄今为止世界最大的室内
冰雪乐园与水上乐园相结合的主题
乐园，自开工建设以来便备受瞩目。

要在百米深的矿坑上修建一座
建筑面积近10万平方米的冰雪主
题乐园有多难？ 从国际著名探索电
视频道Discovery将其项目列为全
球“不可能完成项目”，便可见一斑。

“目前施工的钢结构屋盖，是冰

雪世界主体结构施工的最后一个阶
段，是由主桁架、次桁架、环桁架组
成的重型空间网格结构， 施工难度
之大、精度要求之高、工艺之难在国
内首屈一指。”该项目钢结构项目经
理杨松介绍， 此次提升的主桁架梁
高8米，跨度48米，重达660吨，最终
拼装成型后的整体误差必须控制在
3毫米以内。“这对构件的加工和拼
装精度、 高材质超厚板焊接变形的
控制等都提出了更高要求。” 杨松
说，为此，项目部编制了详细的加工
和拼装焊接方案， 为桁架顺利提升
提供了技术保障。

“预计明年5月，钢结构屋盖将
建造完成。”湖南湘江新区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总裁蒋正良说，作为
大王山旅游度假区的核心， 湘江欢
乐城将于2019年全面建成开业，届
时这座“悬浮” 于百米矿坑之中的
“孤岛”将向全世界游客敞开怀抱。

第三届长株潭互联网大会在株洲召开

12月28日，古丈县高峰镇焦坪村，高望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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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三供一业”分离移交进展顺利
省属企业供水供电移交基本完成

废弃矿坑变身欢乐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