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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2月5日讯 （记者 彭雅惠 李贞）
2017年湖南服务业增势强劲，“量”增“质”升。今
天，省统计局发布数据，去年，全省规模以上服
务业企业5046家， 累计实现营业收入3198.97
亿元， 首次突破3000亿元大关， 同比增长
20.7%，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7.1个百分点。

统计显示，我省规模以上服务业33个行
业类别中，仅水上运输业营业收入略有下降，
其余32个行业营业收入均实现增长。其中，铁
路运输业、租赁业、商务服务业、研究和试验
发展、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生态保护和环
境治理业、其他服务业、社会工作、文化艺术
业、体育、娱乐业11个行业增势迅猛，营业收
入同比增幅均达到30%以上。

以营收额作比较， 我省商务服务业贡献
最为突出，全年营业收入916.34亿元，接近千
亿规模；电信广播电视卫星传输服务业、专业
技术服务业表现不俗， 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508.59亿元、304.63亿元，分居第二、三位。

“质”升主要体现在服务业结构趋优和企业
盈利能力增强。2017年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战
略性新兴产业、生产性服务业、高技术服务业、
科技服务业等重点领域企业营业收入增幅同比
分别加快0.1个、1.7个、2.9个、3.5个百分点。

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去年共实现营
业利润276.84亿元，同比增长46.6%，其中，盈
利企业3813家，企业盈利面75.5%，同比提升
3.9个百分点；盈利行业有26个，行业盈利面
78.8%，同比提升6.1个百分点。

湖南日报2月5日讯 （记者 黄利飞）华
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日前发布公告称，
拟将所持有的江苏锡钢集团有限公司 (简称
“锡钢集团”)100%股权，以及对锡钢集团、江
苏华菱锡钢特钢有限公司的全部债权， 以资
产包的形式， 转让给湖南兴湘并购重组股权
投资基金企业和湖南国企并购重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交易价格为23.25亿元。

该交易方案已经华菱集团董事会审议
通过， 并于2017年12月16日获得湖南省国
资委批准。

交易完成后，华菱集团不再合并锡钢集
团报表。 华菱集团合并报表层面的总资产、
总负债和净资产，将分别减少约44.46亿元、
27.11亿元和17.35亿元， 此3项分别占华菱
集团2016年末总资产、 总负债和总净资产
的3.82%、2.74%、10.05%。

锡钢集团成立于1980年4月，地处江苏省
无锡市，主要从事无缝钢管等钢材制造业务。

华菱集团称， 本次交易是深入推进供给侧
结构性改的具体举措， 有利于公司缓解资金压力
和债务风险，优化公司资产整体质量和运营效率。

湖南日报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李光平 唐建国 唐世日

悠悠的瑶歌声飘荡在山林间， 一幢
幢独具风情的瑶式洋楼耸立在顺山腰
而上的水泥路边，红红的灯笼点缀在洋
楼间，不时传来潺潺的流水声与清脆的
鸟鸣……走进江华瑶族自治县湘江乡桐
冲口村， 仿佛置身于美丽的图画中。

“去年集体收入9万多元，村民人均纯收
入由2015年的2000元提高到了7000余元。
全村贫困人口97户405人实现整体脱
贫。”1月31日，在全村脱贫验收总结会上，村
支书郑仁辉介绍：“这要真诚感谢湖南广播
电视台扶贫工作队对桐冲口村的大力帮扶!”

距县城近70公里的桐冲口村， 位居
海拔900多米的高山上， 是有名的贫困
村。2015年4月， 湖南广播电视台扶贫工
作队进驻村里，从此，这个千年古瑶寨开
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扶 '出一个最美瑶寨，是队长云捷
与我进瑶山时立下的誓言。” 谈起来桐冲
口村扶贫， 年轻的扶贫工作队队员郑溪
说，当时，台领导考虑到云捷年过五旬，再
三嘱咐他选择离县城近、交通方便的村帮
扶。然而，在前期调研了解到桐冲口村的
落后情形时，云捷就下定了选择桐冲口村
作为帮扶点的决心。

多次调研分析后，他们把种植小黄姜、

小米椒作为扶贫产业开发。 扶贫队选定30
亩土地试种小黄姜， 由村里3位村干部带头
种植，扶贫队免费提供姜种，并负责销售。为
了掌握种植小黄姜的技术， 云捷先后5次到
郴州市汝城县田庄乡上塘村，终于请来小黄
姜种植专家郭秋荣进村授课。云捷还找来专
业的挖窖工程队，在村口挖了储存小黄姜的
地窖18口。2015年12月，首批试种的30亩小
黄姜获得大丰收，卖出了“肉”价钱。看到小
黄姜的巨大收益，莫友翠等300多户村民找
到云捷，要求参与种植。

云捷争取扶贫资金100多万元，在村
里成立“千年瑶寨农业种植合作社”，还异
地承包了铜山岭的200亩土地，大规模种
植小黄姜。曾经是村里最典型贫困户的莫
友翠，参与种植小黄姜后一举脱贫，还盖
起了小洋楼。“小黄姜带我们走上了致富
路!”莫友翠高兴地说。

桐冲口村是个千年瑶寨，瑶文化特色
浓郁，发展旅游业前景广阔。产业稳定后，
云捷开始谋划易地搬迁和打造“最美瑶
寨”。云捷与台领导精心策划，将毗邻桐冲
口村的香草源作为“新春走基层”节目直播
点进行宣传推介。2017年2月6日至10日，
湖南卫视在香草源进行了5天的现场直播，
引爆江华乡村旅游业。 去年来村里的游客
有近10万人次，收入达300多万元。以小黄
姜、小米椒为主的“芒果瑶”产品也通过电
视展示和销售，取得了显著效果。

华菱集团23亿元
转让锡钢股权及债权

有利于缓解资金压力和债务风险，优化资产整体质量
和运营效率

精准扶贫在三湘
———驻村扶贫故事

� � � � 湖南广播电视台驻江华瑶族自治县桐冲口村扶贫
工作队———

“扶”出一个“最美瑶寨”

营收突破3000亿元大关
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营收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7.1个百分点

2月5日，沅江市草尾镇，南益高速南洞庭特大桥建设工地，施工人员忙着施工。该大桥是南益（南县-益阳）高速重点控
制性工程，主跨450米，塔高162米，是我省目前在建最大跨径、最大桩长的斜拉桥。162米高的索塔将于3月封顶。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邓晶琎 摄影报道

南洞庭特大桥建设忙

�荨荨（紧接1版）教育集团将本部先进的
理念和教学成果推广到分校区， 形成
了集团资源共享模式。

红旗学校原本教育教学综合排名
靠后，与火炬学校组建集团后，一批优
质师资进驻红旗学校。“该校2017年在
全区的考核排名一跃而上， 并实现了
教研课题市级立项零的突破。”火炬学
校教育集团校长周晓彤说。

随着教育集团的深度融合， 岳塘
区强校带弱校的成效也越来越明显。
现在，家长们不再一股脑地往名校挤，
更多的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
教育。

湘机小学本部与一完小分校区距
离仅48米，一条马路之隔的两个校园过
去差异很大。一到招生季，湘机小学门
庭若市，而一完小门可罗雀。“我们将学
校老师全部打乱重新分配，教育经验全

面共享，两校学生享受到的教育质量更
均衡优质，互动更紧密频繁，发生了良
性的‘化学反应’。”湘机小学教育集团
校长曹峰说。育才学校教育集团清水学
校本来只服务于清水村的适龄儿童，

“通过集团化办学， 近年来有其他村的
不少家长慕名送孩子来此学习。清水学
校学生由2016年8月实施集团办学前
的58人，飞速增加到现在的252人。”育
才学校教育集团校长陈静介绍。

在集团化办学的过程中如何才能
“和而不同”，避免“千校一律”？岳塘区
教育局局长陈自安介绍， 他们对各集
团提出了“集团有品牌，校区有特色”
的要求， 为教育集团的发展开辟了更
广阔的天地。

育才学校教育集团育才学校拥有
全国绿色学校先进单位、 中国书法兰
亭小学等殊荣， 清水学校确定了阅读

和体育特色发展的目标； 湘机小学教
育集团开展电影教育，以电影鼓舞人，
让孩子们在优秀电影鼓舞下树立崇德
向善的良好风貌； 火炬学校教育集团
红旗校区主打红色文化， 每到大课间
时间，振奋人心的《红旗飘飘》成了孩
子们必唱的歌曲； 湘钢三校教育集团
大力宣传孝道文化， 培养出了自强自
立、孝顺家人的全国百名“美德少年”
朱妍珍……

“新的一年，我们将以党的十九大
精神为引领， 进一步推进教育集团深
度融合发展， 统筹教育事业优质均衡
发展， 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
而有质量的教育，让每一朵‘花儿’在
阳光下绽放得更加美丽。”谈及未来发
展，岳塘区委副书记、区长陈爱民笑容
满面、信心百倍。

强校带弱校 大家齐步走

盈利行业有26个

行业盈利面78.8%

� � � � 全省规模以上服务
业企业去年共实现营业
利润276.84亿元，同
比增长46.6%

盈利企业3813家

企业盈利面75.5%
制图/刘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