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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隆冬的五溪大地，产业建设热
潮滚滚。

2017年12月中旬，武陵山（怀
化）健康产业博览会举行，来自全
国各地的435家企业参展， 签订了
12个医养健康产业项目，合作金额
17亿元，怀化医养健康产业链条将
进一步延伸。

12月下旬， 沅陵县工业集中
区，由武汉大学和湖南汉沅墨烯科
技有限公司合作建设的首条石墨
烯生产线，正式生产出“新材料之
王”石墨烯。

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怀化
产业向中高端驶进的航船正乘着
党的十九大东风扬帆起航。

久久为功， 抓住产业
不放松

2017年11月24日至12月1日，
怀化市举行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第一期集中轮训班暨创新引
领、开放崛起项目巡检，由市、县党
政主要领导组成的巡检组结合学
习贯彻十九大精神，通过对15个产
业园区和重点项目进行巡检，在全
市再次掀起重视实体经济、比学赶
超抓产业的鲜明导向和浓厚氛围。

对重点项目进行巡检， 自2015
年以来，怀化已连续进行了7轮。这一
轮巡检更是不同寻常，标志着该市产
业及产业园区3年倍增计划圆满收
官， 产业及产业园区3年提升行动正
式启动。

2015年开始，针对产业发展严
重滞后的状况，怀化市委、市政府
把产业及产业园区作为经济发展

第一主战场，持续强力推进产业及
产业园区3年倍增计划。 全市产业
发展取得历史性突破，园区厂房面
积、招商引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
工业增加值、技工贸收入、税收均
翻了一番以上。 现代商贸物流、生
态文化旅游、医药健康、绿色食品4
大特色优势产业总量均增长一倍
以上，扭转了经济增速下滑、全省
排名靠后的被动局面。

“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
作为。 ”怀化市委书记彭国甫说，怀
化仍然存在着产业规模不大、 产业
链条不长等问题。 必须始终保持抓
产业的战略定力，久久为功，锲而不
舍，优质高效地推进产业发展。

落实省委、省政府的部署，怀化
将2018年作为“产业项目建设年”，
制定和下发了产业及产业园区3年
提升行动方案，明确提升目标，实现
规模扩张、集群加速崛起、园区扩能
升级、质量全面提升。 强力推进“五
个10”产业项目建设，即推进10类重
大产业项目、10个以上重大科技创
新项目、10个以上重大产品创新项
目、引进10家以上500强企业、引进
10位以上科技创新人才。

产业兴，经济兴；项目强，怀化
强。未来3年，怀化规划实施重大产
业项目300个， 完成产业投资300
亿元，实现产业及园区提质升级。

科技引领， 创新培育
新动能

2017年11月底，溆浦县智能终
端产业园招商引资项目签约仪式
在该县工业集中区举行，5家高科
技智能企业“组团”进驻园区。

走进新时代，怀化牢固树立新

发展理念，坚持科技引领，创新发
展热度持续上升，不断做大产业规
模，推动产业向中高端水平迈进。

走进沅陵工业集中区向华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车间内， 一条条自动
生产流水线在不知疲惫地作业。 工
人师傅自豪地告诉记者， 华为、小
米、三星、苹果等手机都用他们生产
的配件。

在这里，记者听到了一个以商招
商的故事。 入驻沅陵工业集中区仅3
年的向华电子，自主研发了全自动电
子元器件生产设备， 打破国际垄断，
凭借其核心竞争力，2017年2月，引来
了全球最大被动组件制造商台湾奇
力新股份有限公司加盟。 半年时间，
双方合作建起了3个车间。2017年底，
奇力新单独投资70亿元建设的电子
信息产业园破土动工。

在推进产业及产业园区发展
中，怀化以项目为抓手，无中生有，
有中生新，实行双轮驱动。 如今在
怀化，一个个科技项目、高端成长
性产业正在布局、落地、崛起。

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目
前， 怀化市高新技术企业达到55
家，其中2017年新培育39家。 借力
科技创新和机制创新，怀化经济跑
道惊喜变轨，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占GDP的比重逐年上升。

补齐短板， 拉长做强
产业链

2018年1月1日，洪江市工业集
中区电子信息产业园沃世达智能
终端手机制造项目建设现场，工人
们正在进行标准化厂房装修和设
备安装，干得热火朝天。

“一个龙头引来果实一串串。 ”

洪江市工业集中区负责人介绍，
2017年7月， 通过引进骨干龙头企
业深圳沃世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由龙头企业招商发展到产业链招
商、产业集群招商，快速引进上下
游企业28家，短时间内，由一个企
业发展到全产业链、 产业集群，最
终形成了电子信息产业园。

在怀化高新区水汽能生态物
联产业集群项目建设现场，同样在
紧张进行厂房装修和设备安装。 项
目负责人说：“我们加班加点，确保
第一台热泵尽快在园区下线。 ”

据了解， 这一项目为湖南东尤
水汽能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自主研发
并投资20亿元兴建， 项目分3期建
立水汽能热泵、水汽能蒸发器、冷凝
器、 油分离器等关键部件的研发与
生产基地和水汽能推广与运营、国
家级检测实验室等平台。

引进一个项目， 培育一个龙
头，形成一个产业集群。 怀化以园
区为载体， 以重点企业为龙头，有
针对性地建链、补链、强链，加快培
育形成特色鲜明的产业链。

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 怀化
市委副书记、市长雷绍业说，对接省
里20个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 怀化
确定了培育产业链的主攻方向。 即
加快培育现代商贸物流、 生态文化
旅游、医药健康、大生物等特色优势
产业链；加快培育电子信息、新能源
和新能源汽车、新材料、轨道交通配
套、大数据等新兴工业产业链；加快
改造提升房地产、水电等传统产业，
推动产业迈向价值链中高端。

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
争新。 怀化产业提升之路正越走越
宽广。

� � � � 湖南日报1月7日讯（记者 段云行
通讯员 肖星群 文迪光） 元旦前夕，涟
源市87岁的“爱心大使”、全国孝亲敬老
之星萧光盛又来到了涟源一中，摸底品
学兼优的贫困学子，以便帮扶助学。

2011年4月，涟源市国税局退休干
部萧光盛在募捐途中右腿髌骨摔成骨
折，两次住院进行接骨修复手术，现在
已经落下了重疾，行动不便。这些年来，
在爱心道路上艰难跋涉的萧光盛老人
感动了无数人，大家纷纷加入到了他的
爱心助学行列中。

在萧老带动下，涟源市国税局成立
了志愿者协会，2011年以来开展扶贫
帮困50余次，参与人员1000余人次；志
愿者个人捐款近10万元， 扶助贫困学
生22人，慰问看望困难群众、五保老人
150多人。 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国税系
统已有40余人长期结对资助贫困家庭
学生，单位和个人助学捐资超过100多
万元。

萧老足迹所至， 总会引发示范效

应。长沙市爱心企业家陈万红了解到萧
老的事迹后， 从2013年至今一直资助
贫困家庭学生，金额已达12万元；“感动
湖南” 人物张建明被萧老行为所感动，
与4名贫困家庭学生结成对子。 从2013
年开始， 长沙顺达房地产吴美凤连续4
年资助贫困家庭学生，金额达5万多元。

有两位采访萧老的记者也成了他
的“粉丝”，分别持续多年资助了一名贫
困家庭学生。涟源市民盟医院院长姜浩
文2005年在救治“救火英雄”龙洪元的
过程中了解到萧老的事迹后，立即加入
到了萧老的爱心队伍， 至今已帮扶了8
名贫困家庭学生。涟源市个体户萧化林
平时省吃俭用， 却出资4.6万元资助严
春阳、萧俏等贫困家庭学生。

26年来， 萧光盛老人在助学路上，
已发动90余万人献爱心， 筹集助学善
款576万多元，成功扶助了家庭特困、品
德特优、成绩特好的“三特学生”889人。
他们中60%以上考取了大学， 完成硕
士、博士研究生学业的达56名。

� � � � 湖南日报1月7日讯（通讯员 罗江
帆 记者 胡信松）1月6日下午， 香港湖
南联谊总会、香港三湘学院组织香港湖
南青年会、湘港青年交流促进会、中南
大学校友会及长沙、湘潭等州市联谊会
共68名青年会员，在香港三湘大厦举行
十九大精神宣讲会，向香港青年宣讲党
的十九大精神。

宣讲会得到了中联办、 湖南省国资

委等部门的大力支持， 香港三湘学院院
长、三湘集团董事长刘胜辉向到会的香港
青年全面解读了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
在交流互动环节，大家踊跃发言，纷纷提
出香港青年如何把握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机遇、选择内地还是香港发展、青年人如
何在香港发展中发挥作用等问题，刘胜辉
结合香港回归前后自己在内地、香港的亲
身经历，和与会青年进行了交流沟通。

湖南日报记者 雷鸿涛
通讯员 汤惠芳

1月5日，家住中方县中方镇铜锣
村的贫困户唐菊英，拿着自己编织的
20顶斗笠半成品，来到中方竹艺斗笠
专业合作社，以14元一顶的价格出售
给合作社。“搭帮现在好政策，老手艺
也能帮助我们赚钱脱贫。 ”唐菊英说。

中方县是“中国斗笠之乡”。中方
斗笠曾打入国际市场，成为怀化创汇
产品，2006年还被列入省首批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但随着时代发
展，斗笠渐渐被雨伞等替代。

“斗笠制作工序繁琐，赚钱也
不多，很多人不做了。 ”说起前些年
的情况，中方县76岁的斗笠传承人
潘存家一脸无奈。

为传承传统手艺， 近年来，中
方县结合精准扶贫政策，积极探索
“扶贫+文化传承”新模式，重点将
斗笠作为龙头品牌来抓，通过设立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所，培养和发
掘非遗传承人， 组织开展“传帮

带”，不断延伸斗笠传承链条。
同时，中方县着力加快斗笠产业

化进程，投入400万元，成立了中方竹
艺斗笠专业合作社。合作社专门从事
斗笠产品开发、生产和销售，并按照
“合作社+生产大户+农户”和“统一商
标、统一价格、统一管理、统一销售”
的生产经营模式，组织分散加工的农
户结成产业链条， 实现规模化生产、
专业化分工、集约化经营。

中方县斗笠协会会长潘云余
介绍，如今，中方县已实现斗笠产

业艺术化，斗笠的作用不再是挡风
遮雨，而是从室外走进室内成为装
饰品，观赏性增加了。

“2017年，贵州凯里一个公司
跟我们签订了长期供货协议，每年
订购斗笠3000顶。 ”中方竹艺斗笠
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潘仁海说，这单
生意，合作社优先让贫困户供货。

目前， 中方县斗笠生产大户达
30多家， 合作社入社成员发展到了
215名，辐射带动手工编织人员5000
余人，形成了集产品开发、生产、销售
于一体的斗笠产业链。 年产、销斗笠
超过400万顶， 收入6000多万元，并
远销澳大利亚、西班牙等地。

怀化，产业提升正扬帆

新时代 新气象 新作为
———行进三湘 耄耋老人带出爱心团队

90余万人参与助学扶贫

向香港青年宣讲十九大精神
香港湖南联谊总会在港举行宣讲会

�荨荨（紧接1版②）比亚迪成为长沙市首
家产值过百亿汽车企业；作为省政府唯
一挂牌的“机器人产业集聚区”，雨花经
济开发区已聚集机器人企业150余家。

2017年， 湖南首个工业设计产业
园———长沙创新设计产业园，在雨花经
济开发区开园并顺利运行一周年，这意
味一个国家级设计创意示范项目、中西
部地区最重要的创新设计产业高地强
势崛起。

项目建设风起云涌。2017年，全区
累计引进各类项目351余个， 唯品会、
爱奇艺、毕马威、西南证券等一大批战
略项目纷纷落户雨花区。

片区开发形成新格局。 该区明确
“内城区、主城区、新城区、开发区、生态

区”等五个组团发展格局，高铁会展新
城、红星商圈、雨花经开区、跳马生态
区、雅塘片区总体布局，引燃雨花发展
助推器。

大力度推行改革，简政放权。9大类
35项85小项改革事项相继落地， 为经
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有力举措， 迎来累累硕果。2017
年， 预计该区全年实现生产总值1229
亿元（含长烟），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48.5亿元，增长8%；固定资产投资增
长13.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
长8%。与此同时，该区连续多年坚持将
新增财政收入的80%用于改善民生。教
育、就业、医疗、环保等各项民生事业全
面提升，雨花百姓幸福满满。

生态扶贫掘“金矿”

精准扶贫 在三湘

小斗笠“编”出大产业

追梦精品农业

� � � � 2017年12月28日， 沅陵县工业园内沅陵向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工人在流水线上作业。 （资料照片） 瞿宏红 摄

� � � � �荨荨（上接1版①）
省林业厅相关负责人介绍，2017

年， 我省争取中央财政资金比2016年
增加3000万元，总数达到1.4亿元，按每
人每年1万元的标准聘请生态护林员。
新增的3000万元， 重点安排在11个深
度贫困县。

同时， 我省2017年安排省级生态
护林员补助资金845万元， 安排在祁
东、双峰、洪江等不在国家生态护林员
项目实施范围内的省级贫困县。 至此，
全省实现省级以上贫困县生态护林员
项目“全覆盖”。

生活在山区林区的贫困人口，原本
有的“望山兴叹”，有的靠砍木材、打猎
物维持生计， 如今换种方式“靠山吃
山”。

永顺县石堤镇四联村生态护林员
王本江介绍，生态护林员主要做3件事，
一是制止偷砍盗伐； 二是及时发现、报
告森林虫害信息； 三是防范森林火灾。

“看护山林有收入，能脱贫，还能照顾父
母和儿子，好得很！”

目前，全省像王本江一样的生态护
林员达14845人，带动约4.8万人实现稳
定脱贫。全省因此新增森林、湿地管护
面积约3000万亩， 生态文明建设进一
步加强。

森林旅游造就永不枯竭
的绿色金矿

山区林区，树多景美。
过去，老百姓眼里只有树，不知道

靠景生钱。如今，我省引导、扶持老百姓
发展森林旅游，打造永不枯竭的绿色金
矿，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此前已经整体脱贫的张家界市武
陵源区，正是依靠森林旅游一举实现摘
帽，成为许多具备条件的贫困地区的学
习样板。

目前， 全省森林公园所在地的
1000多个村，有近200万村民受益于森
林旅游，实现脱贫和增收致富。

在溆浦国家森林公园，由运营商雪
峰山生态旅游公司牵头，村民以林地入
股享受分成，并自建农家乐，探索形成

了“雪峰山扶贫模式”。
在安化，柘溪国家森林公园主动

将周边农村纳入公园接待服务区，建
成多个森林人家，同时发展农副产品
生产，带动当地农民每户每年增收逾
万元。

林业部门指导各地，保护好原有生
态，在植树造林时，不但要“增绿”，更要

“添彩”，多植树叶有色彩变化的适地珍
稀树种，实现“四季有景，每季不同”。

森林康养是森林旅游的下一个“蓝
海”。我省正在建设的首批20个森林康
养试点示范基地，多数位于贫困地区。

从栽用的到栽看的，从卖木材到卖
风景，森林提供的生态之美、休闲之趣，
越来越值钱。

油茶和林下打造扶贫
特色经济

发展油茶和林下经济，是我省实施
生态扶贫的两大特色。

我省是全国油茶第一大省。栽种油
茶树，生态有保障，生钱有门路。油茶林
收效期很长，茶油每公斤售价高达100
元。

我省51个贫困县都是油茶种植区，
目前油茶面积超过800万亩。在衡阳等
地的贫困农村， 流传着这样的“打油
诗”： 一棵茶树一斤油， 子子孙孙不用
愁；百亩茶山万斤油，又娶老婆又盖楼。

如今，我省林业部门正积极实施补
贴扶持，以每年新造50万亩、低改抚育
90万亩的速度， 推进油茶产业和扶贫
事业发展。

2017年， 我省在贫困县市区安排
林下经济扶持项目48个。利用良好的林
业生态种养出来的药材、 鸡等产品，很
受市场欢迎。大批生态护林员和发展森
林旅游的林农，积极“兼职”发展林下经
济，拓宽收入渠道。

2017年， 平江县林下经济发展到
45万余亩，参与林下经济开发的林农达
5.2万户，其中贫困户1.8万余户，户均
实现增收3500多元。

从全省范围来看，2017年，发展林
下经济的贫困人口可实现人均增收
800余元。

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王斌

“‘稻鱼葵’这个综合种养模式
效果不错，今年我们要把周边这些
土地都流转过来，打造一片精品农
业示范区。 ”1月6日，双峰县印塘乡
嘉园村天寒地冻，一位年轻的小伙
却带着几个人在田埂上，谋划着招
通农业2018年的发展。

这位小伙叫李泽森，双峰县永
丰镇檀山村人，今年才23岁。 一旁
的嘉园村村主任李勇君见记者采
访，毫不掩饰地夸起了李泽森，“他
弄的这个‘稻鱼葵’综合种养项目，
不仅效益好，还带动了我们村的旅

游呢。去年国庆节期间，就有3万多
人来我们村看油葵，嘉园村现在名
气是越来越大了。 ”

其实李泽森在湘潭大学学的是
审计专业，2016年大学毕业后，却义
无反顾地选择了农村，亲戚朋友很不
解，可是父母却很支持他。“我的祖辈
都是农民，从小我就看着他们面朝黄
土背朝天，一年下来很辛苦，收益却
不多，我心里其实很想帮他们改变现
状。 ”李泽森说，在大学期间，他就把
自己想做“精品农业”的想法告诉了
父母，不仅得到父母的认可，还得到
了他们的帮助。 2014年11月，在父母
支持下，他注册成立双峰招通农业综

合开发有限公司，公司项目主要包括
稻鱼葵综合种养扶贫基地、水产养殖
区、五星级农庄等。

2016年6月， 李泽森大学毕业
后，就接手了公司对嘉园村土地流
转的任务。 2017年3月，1060亩土
地就全部流转到位。 当年，1000多
亩水田种上了优质稻，水田中间还
挖了不少的沟壑， 田埂上种上油
葵，沟壑蓄水养上了甲鱼，稻田周
边还用护栏围了起来。

当成群的油葵花开、 稻谷泛
黄、甲鱼满地跑、游人如织时，村民
们才发现，同样是一块地，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却相差好多倍，对李

泽森更是刮目相看了。
“我这个‘稻鱼葵’综合种养模

式，创新地将田间花园和稻田养鱼
相结合，将高效农业生产与乡村旅
游、品牌打造有机结合。 基地上的
稻田不撒农药，不施化肥，纯生态，
甲鱼也是放养，无需喂食。 ”李泽森
说， 自己稻田种的水稻因为品质
好， 可以卖到每公斤36元的价格，
却一点也不愁销路。

不仅如此，在发展精品农业的
过程中，李泽森还积极响应国家精
准扶贫的号召。 他创新扶贫方式，
大力发展产业扶贫、就业扶贫以及
教育扶贫， 相继与印塘乡9个村
1114名贫困户签订委托帮扶协议，
还为贫困户以及周边村民免费提
供技术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