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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澧建立首个
海外经贸合作园区

湖南日报4月14日讯 （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龚文君 汪进）4月11日，位于泰国
的泰中东盟建材产业经贸园一期主体工
程建成，正完善相关附属设施。该园是临
澧县建立的首个海外经贸合作园区，由临
澧经开区内企业常德市三屹进出口贸易
有限责任公司、泰国筑泰集团公司、泰国
泰中东盟建材产业园有限公司合作投资
建设，目前已有顶春建材、先淘卫浴等7家
企业先期入园，另有26家企业签订了入园
意向协议。

泰中东盟建材产业经贸园是临澧县企
业“走出去”、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
一个重大突破， 项目总投资5.37亿元人民
币，计划分3期建设。一期建成后，可带动出
口5亿美元。

湖南日报4月14日讯（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贺勋 易宇）4月12日下午，长明高科新能源产
业园两个项目———5条第五代液晶显示模组
生产线与年产10GWh电动电池生产线， 在攸
县攸州工业园投产。

长明高科新能源产业园是我省“五个

100”重点项目之一，也是“株洲·中国动力谷”
配套产业项目。去年11月，攸县政府与深圳长
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签约， 组建湖南长明
高科实业有限公司， 负责长明高科新能源产
业园建设。

荩荩（下转4版③）

三湘涌动产业项目建设潮

湖南日报4月14日讯（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刘波）今天，邵阳环保装备制造产业园在邵阳
经开区奠基。该项目占地155亩地，总投资12.6
亿元，是邵阳市“引老乡、回故乡、建家乡”活
动的又一重大成果。

邵阳环保装备制造产业园将依托“乙烯

废碱液综合循环利用” 这一国家发明专利的
技术，生产开发石化行业专用环保装备，打造
智能型成套环保装备制造产业园， 同时发展
污水处理和大气污染防治设备制造， 推动园
内企业形成环保装备企业联盟，共同发展，最
终达成联盟效益。 荩荩（下转4版②）

生态改善
南湖怡人

4月14日，俯瞰岳阳市
南湖黄梅港湿地水生态修
复工程项目， 生态改善后
环境优美怡人。 该项目是
岳阳市洞庭湖（南湖）水环
境综合治理工程子项目。
近年， 该市全面启动南湖
水系及水环境综合治理工
程，改善生态环境，打造集
海绵湿地、生态人文、市民
休闲于一体的美丽港湾。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湖南日报4月14日讯（记者 邹仪 通讯员
杨诚 任泽旺）“现代农业综合产业园项目流
转土地2000余亩，占规划面积的一半；袁隆平
‘超级稻+再生稻’水稻试验基地确定选址；香
芋加工项目企业桦仕德公司完成香芋深加工
生产车间主体建设……”4月9日，江永县行政
中心大厅“晒”着一个个重点项目进度。4月的
江永，一派春忙,全县总投资68.81亿元的26个
特色产业项目，正在如火如荼地推进。

今年来，江永县委、县政府以特色产业项
目建设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该县依托绿
水青山、田园风光、乡土文化等资源，因地制

宜发展“互联网+”现代农业、外向型农业等新
产业、新业态，扎实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厚植乡村振兴优势。

“推进一二三产业的深度融合，不仅要建
好乡村的基础设施、生态环境、乡村风貌，还
要讲好乡村的历史人文故事，发展乡村旅游，
带动当地农企稳步壮大、农业提质增效、农民
增产增收。”江永县委书记周立夫说。总投资
达10.4亿元、核心区面积5042亩、辐射区面积
达5万亩的省级重点产业项目———江永县现
代农业综合产业园项目，就是该县实现“农
文旅”一体化的融合载体和典型案例。项目

以“江永五香”种植和休闲旅游为主线，采用
“公司+合作社+基地”运营模式，将大幅提高
农民收入，壮大乡村集体经济，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

同时，江永县以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县”为契机，通过核心景区提质、特色小镇和
“百村百园”建设，着力打造全球知名文化旅
游名城。目前，女书文化小镇、千家峒康养中
心、源口生态休闲度假区、燕子山开发、知青
文化旅游村等项目建设稳步推进。从今年3月
以来，全县集中开工产业项目26个，今年内将
完成投资达33.9亿元。

湖南日报记者 奉永成 邹靖方
通讯员 刘园园

4月9日， 花垣县十八洞村村民石爬专通
过设在村里的“扶贫便民主题邮局”将10公斤
自制腊肉销往了浙江省。 从询价到成交， 交
易只用了2分钟。

十八洞村是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战略
思想的首创之地。2017年2月14日，湖南省邮政
分公司在十八洞村设立“扶贫便民主题邮局”，
构筑起了全村农特产品进城的主渠道，目前已
累计为村民销售各种农特产品近30万元。

“扶贫便民主题邮局”只是湖南省邮政分
公司倾心扶贫的一个缩影。 自精准扶贫开展

以来，公司发挥行业优势，精准发力，不断完
善农村物流建设， 搭建农产品网销平台，对
132个贫困村实施精准帮扶，探索出了行业扶
贫的新路子。

搭建物流平台， 破解“最后
一公里”和“最初一百米”难题

绿衣、绿帽、绿背包，无论是在城市街道，
还是在偏远的大山深处，总能见到“邮差”的
身影。 湖南省邮政分公司的服务网络已覆盖
广袤的三湘大地， 触角延伸到了最偏远的村
镇，“邮差”也是离贫困群众最近的“贴心人”。

“发挥行业优势，助力精准扶贫，我们义
不容辞。” 湖南省邮政分公司党组书记、总经

理徐茂君告诉记者， 邮政系统80%的资源聚
集在农村，覆盖乡镇、村村通达的网络，是最
明显的优势。在扶贫攻坚的道路上，要让资源
优势产生聚合效应， 让扶贫对象得到吹糠见
米的实惠。

农村信息闭塞，物流体系不完善，城市商品
下乡“最后一公里”和农产品进城“最初一百米”
的物流难题，成了电商扶贫最大的拦路虎。

精准扶贫战略思想提出后， 湖南省邮政
分公司乘势而为， 主动对接国家电子商务进
农村综合示范县创建工作， 先后与14个市州
签署战略合作协定， 建成农村电商仓配中心
75个，总面积达11.9万平方米；

荩荩（下转2版）

十九届三中全会文件及辅导读物在湘发行
4月13日，湖南图书城新华书店，市民在翻阅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文件及辅导读物。

近日，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和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单行本及汇编本在湖南各新华书店发行，为全省干部群众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精神提供了最基本、最权威的文本。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据新华社北京4月14日电 中共中央、
国务院日前就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提出指导意见。《意见》 涉及十个方面共有
三十一条。

《意见》指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的大背景下， 赋予海南经济特区
改革开放新的使命， 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
谋划、 亲自部署、 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
略， 必将对构建我国改革开放新格局产生
重大而深远影响。 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
开放有利于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压
茬拓展改革广度和深度， 完善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有利于我国主动参与
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 发展更高层次的
开放型经济， 加快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
局； 有利于推动海南加快实现社会主义现
代化， 打造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亮点，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意见》提出，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主线， 赋予海南经济特区改革开放新使
命，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
贸易港。

对海南的战略定位，《意见》提出，要把
海南建设成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
打造成为我国面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
对外开放门户； 建设成为国家生态文明试
验区， 为推进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探索新经
验；建设成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打造业态
丰富、品牌集聚、环境舒适、特色鲜明的国
际旅游消费胜地； 建设成为国家重大战略
服务保障区， 深度融入海洋强国、“一带一
路”建设、军民融合发展等重大战略，全面
加强支撑保障能力建设， 切实履行好党中
央赋予的重要使命， 提升海南在国家战略
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

《意见》强调，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 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改革开放的领导，坚
持整体推进和稳步实施，坚持统筹陆地和海
洋保护发展，坚持发挥人才的关键性作用。

《意见》提出，到2020年，与全国同步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确保现行标
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贫困县全部
摘帽；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国际开放度显著提高；

荩荩（下转4版①）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

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
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

湖南日报4月14日讯 （记者 戴鹏 ）
“通过这两天的主题采访，让我们更好地了
解了株洲。在推动新旧动能转化，振兴实体
经济中，株洲有很多亮点工作值得推荐。”
4月12日至13日，根据中宣部的统一安排，
中央主要新闻媒体对株洲市进行了以高质
量发展为主题的集中采访。

株洲是一个老工业城市， 曾经以全国
十大污染城市而备受关注。 在推动新旧动
能转化、企业转型升级工作中，围绕清水塘
老工业区搬迁改造，2017年， 清水塘因关
停企业147家而举世瞩目。

本次集中采访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

新气象新作为”为主题，人民日报、新华
社、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等十余家中央主
流媒体宣传推荐株洲市践行新发展理
念，着力实施清水塘老工业区搬迁，打造
株洲中国“动力谷”，推动新旧动能转化，
振兴实体经济， 呈现高质量发展的良好
态势。

4月13日上午， 株洲市委主要负责人
主持召开座谈会， 向记者们详细介绍了株
洲情况。两天时间里，采访团对“株洲B型
保税物流项目”“清水塘工业区含重金属废
渣治理综合工程”和中车株机公司、北汽集
团、长城电脑公司等近20个重点项目和企
业进行了采访。

“绿衣使者”踏出希望路
———湖南省邮政分公司精准扶贫纪实

深度融合产业 给力乡村振兴
江永26个“农文旅”一体化特色产业项目建设如火如荼

� � � �许达哲主持召开省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
会议时强调

狠抓责任落实
牢牢守住生态环保底线

中央主要新闻媒体聚焦株洲发展

总投资12.6亿元

邵阳打造环保装备制造产业园

新能源新材料进军百亿产业集群
长明高科新能源产业园两个项目投产

� � � � 湖南日报4月14日讯 （冒蕞 刘笑雪）
今天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主持召
开省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2018年第一次
会议，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
明建设重要战略思想，总结2017年并部署
2018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他强调，要坚
持问题导向， 突出治理重点， 狠抓责任落
实，牢牢守住生态环保底线，不断提升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省领导陈向群、隋忠诚、陈文浩，省政
府秘书长王群出席。

会议听取了2017年度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情况，原则通过了《污染防治攻坚战
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污染防
治攻坚战2018年“夏季攻势”任务清单》
等文件。

许达哲充分肯定过去一年全省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取得的成效。他指出，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战
略思想， 切实扛起政治责任， 进一步增强
“四个意识”， 把经济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
真正统筹起来；端正发展观念，坚持正确的
政绩观、发展观、民生观，把新发展理念落
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明晰思路举措，
久久为功、持续推进，打响蓝天、碧水、净土

保卫战， 确保中央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
思路和举措在湖南落地生根、见到实效。

许达哲强调， 要谋细谋实污染防治攻
坚战三年行动计划。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作出的重大
部署，聚焦重点地区、重点流域，明确污染
防治攻坚战的目标、任务和举措，将每一年
的污染防治任务，细化到水、土、气各方面，
落实到具体地区、具体企业、具体项目，一
件件明确到位。

“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许达哲强
调， 要加快落实任务， 承诺了就一定要兑
现，说到了就一定要做到，集中力量攻克一
批群众反映突出、 社会普遍关注的重点难
点环境问题， 务求见到实实在在的行动和
成效。要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坚持
省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抓总、 各部门协作
的工作机制，坚持严明的考核问责，落实企
业主体责任，推动形成群防群治、协同作战
的工作格局。要加大资金投入，合理安排，
严格监管，确保每一分钱用到“刀刃上”。当
前，要以扎实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2018年
“夏季攻势”为着力点，加快中央环保督察
和国家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审计反
馈问题的整改，确保如期完成整改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