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刘凌 版式编辑 李雅文 2018年4月16日 星期一
要闻 02

� � � �湖南日报4月15日讯（记者 王晗）“期盼
腾讯、京东、阿里巴巴等国内外知名企业将
‘第二总部’落户长沙。 ” 2018互联网岳麓峰
会上，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
发出了“春天的邀约”。 今天，湖南湘江新区
召开引大育强打造互联网产业2.0版启动会，
邀请御家汇、拓维信息等11家企业负责人座
谈，就引进互联网巨头企业和独角兽企业总
部（第二总部）问计问需问策。

近年来， 长沙移动互联网产业蓬勃发
展，岳麓峰会的品牌效应和集聚效应日益凸
显。 2017年，全市移动互联网产业营业收入

达750亿元，占全省的88%；注册互联网企业
20446家，同比增长42.8%；中兴通讯、58到家
等知名互联网企业相继在长沙设立全国总
部或区域性总部。

座谈会上，部分在湘互联网和独角兽企
业负责人纷纷就《湖南湘江新区引进互联网
巨头企业和独角兽企业总部（第二总部）工
作方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稿》）
建言献策，在人才落地、税收优惠、配套服务
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建议。

根据《意见稿》，湘江新区将瞄准移动应用、
平台软件、移动终端等8大产业领域，首批对百

度、58集团、映客、阿里巴巴等21家目标企业启
动上门拜会，洽谈对接了解企业总部（第二总
部）投资意向及战略布局，开展精准招商。此后，
还将制定“独角兽”企业培育计划，瞄准操作系
统、数据库、云计算等领域，不断充实“独角兽”
种子企业储备库，力争到2020年培育“独角兽”
企业不少于15家 。

长沙市委常委、湖南湘江新区管委会主任
张迎春表示， 新区将进一步强化政策支持， 优
化工作机制，加强组织领导，聚焦重点、强力突
破，力争更多的互联网巨头企业和独角兽企业
总部（第二总部）尽快落户新区。

� � � �湖南日报4月15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
讯员 曾翔 金玲玲） 4月13日， 在永兴县便
江镇碧塘村110千伏变电站工程现场， 工人
们正在加紧安装有载调压油浸自冷变压器，
这座投资5100万元的110千伏变电站， 是省
重点建设项目， 再有半年即可竣工投运，
比计划可提前3个月。

今年， 永兴县安排重点项目94个， 年

度计划投资200亿元， 主要涵盖工业生产、
园区经济、 现代服务业、 基础设施和民生
项目建设， 其中产业项目占了今年投资额
的三分之二。 为强力推进项目建设， 该县
强化县级领导联系调度重点项目力度， 协
调解决阻碍项目建设的突出问题， 督促项
目责任单位、 业主单位、 建设单位倒排工
期， “开足马力” 加快项目开工建设， 在全

县掀起项目建设新高潮。
同时， 该县利用“便商之家” 客商服务

中心， 县党政主要领导“坐诊” 协调各职能
部门为项目建设开辟“绿色通道”， 缩短审
批时限， 以最快速度办理和完善相关手续，
多渠道解决项目建设的土地、 资金、 供水、
供电等问题。 为督促重点项目加速建设，
永兴实行一天一督查、 一周一调度、 双周
一推进、 一月一通报的倒逼机制， 加强督
查力度， 力促形成比学赶超、 大干项目的
浓厚氛围。 今年一季度， 该县共有71个重
点项目开工， 开工率达75.5%， 完成投资额
占年度计划的34.8%。

湘江新区引大育强
打造互联网产业2.0版

与首批21家目标企业洽谈投资意向，开展精准招商

永兴项目建设按下“快进键”
一季度有71个重点项目开工，开工率75.5%� � � �

沈德良

从4月份开始， 常德市在全省率先向
“一桌餐”问题开刀，全面整治党员干部和
国家公职人员在具有私人会所性质的隐蔽
场所公款吃喝、违规接受宴请问题。

“一桌餐”是指由私人住宅改造、不对
外公开营业、 仅为少数特定人员提供餐饮
娱乐服务、具有私人会所性质的隐蔽场所。
因为一般只供一桌客人用餐， 所以称它为
“一桌餐”。 这些场所大多开设在住宅小区
内，具有很强的隐蔽性。

为整治这种“四风”新变种，常德市纪
委监委将组织力量， 对市城区居民住宅小
区和写字楼开设“一桌餐”情况进行全面摸
排。 同时，建立问题线索台账，对党员干部
和国家公职人员违规出入“一桌餐”场所，
将专项登记、快查快结、严肃追责。

党的十八大以来 ， 各地按照党中央
“八项规定 ”的精神 ，驰而不息整治 “舌尖
上的腐败 ”，公款大吃大喝现象得到了有
效遏制 。 但正可谓 “上有政策 ， 下有对
策 ”， 有的人就是管不住那张 “贪吃的
嘴 ”：高档场所不能去了 ，就挖空心思找
替代场所 ，比如单位食堂 、农家乐 、私人
企业餐厅等 ；公共场所太打眼了 ，就进入

私人会所吃喝 。 “一桌餐 ”就是 “四风 ”问
题的新变种 ，这些人 “不吃公款吃老板 ”
“不进会所进社区 ”， 组织者以没有动用
公款而无所顾忌 ， 参与者以私人聚会而
心安理得 ， 私营企业老板也因能为领导
干部服务而乐此不疲。

与其他穿上“隐身衣”的变异“四风”一
样，“一桌餐”问题的冒头，再次证明“四风”
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稍有放松就可能
死灰复燃， 说明还有极少数党员干部一门
心思想着玩花样摆脱党纪党规的约束、监
管。因此，持之以恒纠“四风”，必须向“一桌
餐”开刀。

“一桌餐”现象，助长了享乐主义、奢靡
之风和特权思想， 也为权钱交易搭建了平
台，容易催生官商各取所需的“小圈子”。要
从“管住权”上着手，让官员“吃”不到公款，
也“吃”不到老板，铲掉官商勾结、权钱交易
的土壤。

“八项规定不止管五年十年，而是要管
长远、管根本”。党中央一再强调，作风建设
永远在路上，其中很关键一点，就是要紧盯
各种无视 “八项规定” 精神的细枝末端问
题，真正做到抓早抓小、露头就打，把纠正
“四风”往深里抓、实里做，坚决防止不正之
风反弹回潮。

� � ��湖南日报4月15日讯 （记者 鲁融冰 姜鸿丽
肖洋桂 通讯员 杨刚）桃源红茶，茶香世界。4月15
日，“中华茶祖节———第二届世界茶节暨‘4·20’
全民品茶周”在桃源开幕。 当天，高富硒含量的桃
源红茶，引来各地茶商现场签约达11亿元。

“桃源景美、人美、茶更美。 ” 醇香馥郁的

桃源红茶让与会的近1000名嘉宾赞不绝口。
“江南茶乡”桃源产茶历史悠久，目前拥有生
态茶园15万余亩，年生产、加工茶叶5万吨，产
值达15亿元。 其中，桃源红茶凭借百年“湖红
工夫”的历史底蕴和独具富硒元素的特色，迅
速飘香全国。 为提升地方文化品牌形象，促进

当地茶产业创新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桃源县
连续两年借力“世界茶节”，运用“互联网+”的
模式，做大茶产业，做深茶文化，全面打响“桃
源红茶”公共品牌，争当“湖红”传承主力军。

此次茶界盛会为期12天， 将在全球坦桑
尼亚、肯尼亚、印度、韩国等10余个国家200个
城市同步进行，共同推广中国茶文化。自2016
年首次举办以来， 该活动已带动70多万人直
接参与，影响2000万人群，掀起了传播中国茶
文化的热潮。

� � � � 湖南日报4月15日讯 （记者 曹娴）点
一支烟、烧一根秸秆，短时间产生的PM2.5
是多少？ 答案分别为280微克/立方米、430
微克/立方米， 远远超过75微克/立方米的
国家标准。今天，在华融湘江银行和湖南省
环保志愿服务联合会成立的全省首家抗霾
试验室， 环保专家现场用实验的方式向公
众展示了雾霾的构成，并提出治理建议。

记者看到， 抗霾实验室活动分为科普
和实验两大板块。在环保专家的指导下，先
通过视频、 讲解等形式让大家认识什么是
雾霾、PM2.5，雾霾对人体的危害，以及如
何做好自我防护、 参与抗霾。 在场景实验
中，环保专家带领数十名活动参与者，用环
境仪分别检测了室内、 香烟燃烧、 汽车尾

气、 省植物园树林中等不同环境下的PM2.5
数值。

实验中，汽车尾气中的PM2.5含量仅23
微克/立方米， 与当时室内环境的检测数值
差不多。 来自远大洁净空气科技有限公司的
环保专家周亚军介绍，汽车尾气虽然不直接
产生PM2.5，但其主要成分是一氧化碳、氮氧
化物、挥发性有机物（VOCs）等，会在空气中
发生化学作用，最终生成PM2.5。

“省植物园树林中的PM2.5为什么与
刚才室内、马路上并没有太大差距？ ”周亚
军为众人释疑， 大气污染有易散播和面广
的独特性，一般情况下，100公里左右范围
PM2.5的指数差距不大， 所以蓝天保卫战
是一场全民运动，每个人都应该是行动者。

湖南日报记者 黄巍 通讯员 邱承

一个简易木架、几板豆腐、一个红色塑
料袋， 这是在位于怀化市鹤城区迎丰东路
的坨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旁的一个豆腐摊
的全部家当。与普通的摊点不同，这里不见
摊主身影，顾客自己拿豆腐、给钱、找零。

4月14日清晨， 记者晨练路过坨院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见到了这个无人售卖豆
腐摊。掀起豆腐盒子上的白纱布，木盒子里
摆满了分割好的大小相同的豆腐块， 木架
旁挂着一个红色塑料袋。 面对来来往往的
人群，这个小摊显得有点另类。

一位中年妇女在小摊前停了下来，她
从钱包里掏出2元纸币，小心翼翼地投入面
前的塑料袋中， 然后轻轻地掀开桌面上的
白纱布， 从木盒子里随手取了一块豆腐放
进食品袋中，转身准备离去。

“看你动作这么熟练，是不是经常在
这里买豆腐?” 记者见状赶忙上前问道。
“这个小摊卖的豆腐吃着放心。 摊主唐光
长信任我们，我们肯定也要讲诚信。 ”她
乐呵呵地说，自己就住在对面的小区，刚
开始时总觉得这样买豆腐有点别扭，几
年过去了， 已习以为常。 记者在现场看

到，来此购买豆腐的顾客还不少，看货、
付款、取货，购买过程均由顾客自主、自
觉完成。

随后，记者联系上了摊主唐光长。在位
于城区城东市场的加工作坊内， 唐光长正
和妻子忙着装货， 准备将制作好的豆腐运
出。 唐光长说，他从1990年开始开豆制品
店，按照传统工艺制作豆腐，坨院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旁的这个摊点生意一直不错。“做
生意，应该以诚为本，不能做黑心生意。”唐
光长说，为了让顾客吃上放心豆腐，他精心
选好原料，不添加违禁添加剂，生产环境干
净卫生。

2015年初，因为生意越做越大，事情
太多，他就每天一大早将4到6板豆腐摆放
在坨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旁的这个摊点
上，然后再挂上一个装钱币的塑料袋，就去
忙别的事情了，直到上午11时多再去收摊。
“我诚信做生意，豆腐质量得到了附近居民
的认可。你对我放心，我对你也就信任了。”
唐光长说，现在的市民素质越来越高，从来
不会去贪这点小便宜。

靠着诚信经营，3年多来， 唐光长这个
摊点每天销售额平均有160元左右， 每次
算账都分文不差。

� � � � �荨荨 （上接1版）
强化农业绿色生产，减少污染。全面开展

洞庭湖综合治理专项行动， 推进农业面源污
染治理工程，狠抓农业绿色防控，广泛应用减
肥减药技术。 赫山区成为全国农业面源污染
治理试点县，资阳区、赫山区、沅江市成为水
稻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融合推
进省级项目县。

传统农业焕发新的生机。目前，益阳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带动全市80%以上的土地流转，
大宗农产品综合检测合格率保持在98%以上。
全市获得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
认证标志的农产品有462个，获得中国驰名商
标17个、 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和国家地理
标志保护产品及中华老字号14个， 湖南省著
名商标、湖南名牌产品125个。南县成为全省

“三品一标”示范基地县。

产业强起来
3月1日，总投资超9亿元的安化黑茶文化

广场正式动工；3月4日， 总投资达100亿元的

安化黑茶特色小镇项目正式签约；3月31日，
2018中国湖南·安化黑茶开园节举行……近
段时间，安化黑茶产业建设好消息接踵而至。

去年， 安化茶业实现综合产值152亿元，
黑茶产量连续第11年居全国第一。今年，该县
将紧紧围绕建设“世界黑茶中心”发力，在中
蒙俄万里茶道、“一带一路” 沿线城市等地进
行品牌宣传推介，加快国际化进程。

近年来，益阳优化产业布局，助推农业
产业提档升级增效。以沅江市、南县、大通湖
区为主的湖区着重发展商品粮、芦笋、水产
和食品加工业，以安化县、桃江县为主的丘
陵山区着重发展茶叶、竹笋、中药材加工、休
闲农业等特色产业，以赫山区、资阳区为主
的中心城区发展粮食、 食品加工和蔬菜产
业，“一县一特、一片一业”农业发展格局基
本形成。

龙头带动，品牌引领，产业逐步强起来。

安化黑茶、桃江竹笋、赫山大米、沅江芦笋、
南县小龙虾、大通湖大闸蟹、资阳休闲食品
等县域农产品声名远播。“南县小龙虾”“安
化黑茶”“大通湖大闸蟹”成为国家地理标志
保护产品。“安化黑茶”获评中国十大茶叶区
域公用品牌， 并成为中欧互认地标产品，安
化县获评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桃江竹
笋”“沅江芦笋”获颁农业部农产品地理标志
登记证书。

去年底召开的益阳市委经济工作会议，
就发展现代农业作出重要部署。支持特色农
业发展，大力推进“131千亿级产业”工程，即
“一强”，大力发展安化黑茶产业；“三优”，突
出发展优质水产业、优质粮食产业、优质蔬
菜产业；“一特”，即以益阳老字号、休闲食品
为重点发展特色食品加工业，打造两百亿级
以上茶产业、稻虾产业、水产业与百亿级以
上蔬菜产业、休闲食品产业。

产品“红”起来
4月10日，在桃江县大栗港镇电子商务服

务站，200多件打包好的腊肉、竹笋片、竹筒酒
等特色农产品，通过快递发往各地。这样的服
务站点全县有241个， 外发快递月均10多万
件，最高时达30多万件，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桃
江土特产品成为“网红”，其中桃江竹凉席电
商销售额占全国市场份额30%以上，邮包出境
量在全省位列第二。

近年来，益阳实施“宽带乡村”示范工程，
建设“互联网+现代农业”公共服务平台，为农
业生产经营与农村物流、农产品销售、农业农
村管理开辟了一个新天地。 益阳市政府与58
集团合作开发“益村”平台，已在全市1184个
村发展用户130多万户， 除销售农产品外，还
提供综合服务。各县（市、区）也大力加强电商
平台建设，桃江、安化先后获评为电子商务进
农村全国综合示范县，南县“农村淘宝”村级
服务站覆盖率达到了25%。

益阳还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采取O2O

（线上到线下）线上营销与线下体验一体化经
营， 并鼓励品牌企业依托湘域电商、 雨后电
商、供销e家、“阿里巴巴”等，建立区域电子商
务平台和微信公众号，支持品牌农产品入驻，
开设旗舰店，将触角延伸到市场最前沿。

借力互联网， 品牌生产与市场需求实现
精准对接，安化黑茶、沅江芦笋、南县小龙虾、
大通湖大闸蟹等特色农产品销量居全省榜
首。目前，益阳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
合作组织、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触网”率超过50%，农产品年交易额
过1000万元的电商企业有21家，其中3家过亿
元。全市农产品电商年交易额突破50亿元，居
全省前列。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益
阳将按照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部署，在加快
现代农业发展方面继续努力先行， 在深化农
村农业改革方面先试， 助推湖南由农产品供
应基地向优质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 由农业
大省向农业强省跨越。” 益阳市委书记瞿海
说。

益阳劲吹现代农业风

三湘涌动产业项目建设潮 三湘时评

盯住“一桌餐”，
整治“四风”新变种

点一支烟烧一根秸秆
可以让PM2.5“爆表”

全省首家抗霾试验室成立

怀化无人收款豆腐摊，3年来算账“不差钱”———

“你对我放心，我对你信任”

第二届世界茶节在桃源开幕
全球联动200个城市，现场签约桃源红茶11亿元

留守孩子
研学长沙

4月15日，长沙市
博物馆， 来自浏阳市
杨花乡的孩子们在参
观学习。当天，为期两
天的春雷公益留守儿
童研学活动结束，该
乡五所学校的20多名
留守孩子首次来到长
沙，走进省科技馆、长
沙市博物馆等地参
观，通过游学体验，开
阔眼界，增长见识，感
受到城市日新月异的
变化。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