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毕生为斯 耕耘不止
———走近湘雅名医、九旬高龄的伍汉文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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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曹辉 蒋睿
通讯员 李耀湘 张缤

在许多不了解招商工作的人眼里， 招商
工作似乎是在吃喝玩乐中与客商们交流，以
此促成项目签约。了解招商工作的人，却是用
“五个千”来评价这项工作，即“千山万水、千
言万语、千辛万苦、千难万险、千方百计”。

在湘潭市今年一季度的招商成绩单中，
湘潭天易经开区表现出众： 共签订招商引资
协议4个， 其中过10亿元项目2个， 合同引资
88.65亿元，到位资金13.2亿元。

5月初，记者与天易经开区的招商队伍面
对面，近距离聆听他们的招商故事，感受他
们对“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的湖湘精神
的生动诠释。

吃得苦：披星戴月奔走在招商
路上

从第一天下午3时临时订票，到第三天凌

晨3时抵潭，在紧凑的36个小时中，天易经开
区的招商小队辗转杭州、上海会见客商，折返
2000多公里，期间只休息3个小时……天易招
商人用行动印证了湖南人“吃得苦”的品性。

今年1月29日，天寒地冻。当天上午，天易
经开区招商和商务局接到了来自博执医药科
技(上海)有限公司的电话。公司透露了想加入
园区的想法，并约定次日上午在上海会面。得
到消息的湘潭县委书记傅国平迅速调度，立
即组成6人的招商小队。

临近春节，前往上海的高铁、机票都销售
一空。为能准时赴约，他们决定先抵杭州，再
达上海。当天下午3时，他们终于买到了长沙
飞往杭州的当天最晚一趟航班机票。

“本以为有充足的时间可以休息，可是直
到凌晨3时才到达杭州。” 天易经开区招商和
商务局负责人说，因流量管控，飞机晚点至当
晚12时才起飞。为了不影响第二天的会面，招
商小队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周边的一家酒店
落脚。休息了不到3个小时，又在清晨6时登上

了前往上海松江开发区的汽车。
考察、协商、草拟合同……一天的会面过

程，紧张而又愉快。公司负责人当场表示，将
尽快签订协议。

在一场简单的会餐后， 招商小队又急匆
匆地登上了最晚一班回湘的飞机， 到达湘潭
时已是1月31日凌晨3时。

14天后， 公司负责人赶在春节前一天与
天易经开区签约。据介绍，该项目总投资3亿
元，一期项目将在今年7月底投产达效。

霸得蛮： 锲而不舍 “嗅”出
每一丝商机

今年3月9日， 投资约60亿元的湘潭铜锣
湾广场城市综合体项目正式落户天易。 香港
铜锣湾集团有限公司能在湘潭“落子”，与天
易招商人锲而不舍的“霸蛮”性格密不可分。

去年5月13日晚上9时30分左右， 天易经
开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王成林一行对东莞2个
项目考察后乘坐高铁返潭。 荩荩（下转3版②）

各市州、县市区委，省委各部委，省直机关
各单位、各人民团体党组（党委）：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
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 充分发挥调查研究
在科学决策、破解难题、推动发展中的重要
作用， 实现全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高质量
发展， 省委决定在全省上下大兴调查研究
之风，深入开展“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
大调研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充分认识调研活动的
重大意义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长期坚持、 一以贯
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是坚持党的群众路
线、 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重要途
径。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
调指出，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
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 没有调查研
究就没有决策权。去年12月15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寻乌扶贫调研报告》 上作出批
示，明确提出要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调研、经常调研，扑下
身子，沉到一线，全面了解情况，深入研究
问题，把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找到破解难
题的办法和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
示不仅强调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极端重
要性，也为我们积极开展调查研究、做好各
项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2018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精神的开局之年， 是改革开放40周年，是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
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 做好今年的工作
极其重要。在全省深入开展“抓重点、补短
板、强弱项”大调研活动，是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精神， 特别是贯彻落实好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重要指示
精神的重大举措； 是全面落实省第十一次
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 加快建设富饶美

丽幸福新湖南的现实需要； 是破解经济社
会发展难题、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
是加强干部队伍作风建设， 激发干事创业
精气神的有力抓手。 全省上下一定要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委的决策部署上
来，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精神组织开展
好大调研活动，务必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二、 切实做好调研活动的
安排部署

大调研活动从1月中旬开始，6月份结
束，逐步形成常态长效机制。

第一阶段，调研实施阶段（1月中旬至3
月中旬）。全省各市州、省直机关部门单位、
县市区按照省委统一部署，紧扣“抓重点、
补短板、强弱项”这一主题和调研重点，深
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一线，集中开展调
查研究。

第二阶段，问题梳理阶段（3月下旬）。
各级各部门集中对调研情况进行全面梳
理，列出问题清单，明确责任，将工作落实
到岗到人。对列出的问题清单认真剖析、找
准症结和关键。

第三阶段，破解难题阶段（4月份至5月
份）。制定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提出有效
的破解措施。 充分借鉴其他地区和部门破
解难题的办法， 以钉钉子的精神解决好每
一个问题，充分尊重基层群众的首创精神，
到基层群众中求解问计， 找到有效的解决
办法。集中专家、学者的智慧，鼓励高校、科
研机构等智库单位参与研究解决问题的办
法，提高破解难题科学性。

第四阶段，总结完善阶段（6月份）。及
时总结调研实施过程中的好做法、好经验，
进一步完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长效机
制。注重拓宽调研成果转化应用的渠道和途
径，各级各部门及时将调研成果体现到决策
部署中去，转化为推动工作的举措办法。

荩荩（下转3版①）

一次招商就是一段佳话
———看湘潭天易经开区如何招商引资

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

关于在全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深入开展
“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大调研活动的通知

� � � � 湖南日报5月6日讯 （记者 周帙恒 ）
继今年1月15日下发《关于在全省大兴调
查研究之风，深入开展“抓重点、补短板、强
弱项”大调研活动的通知》后，4月16日，中
共湖南省委办公厅再次下发通知， 要求进
一步增强调查研究实效， 充分发挥领导机
关和领导干部在调查研究中的表率作用，
注重有的放矢开展调查研究， 并推动大调
研活动深入开展。

通知要求， 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把调查
研究工作当作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一项
常态化工作来抓，领导机关要带头做起，领
导干部要做好表率，亲自确定调研题目，亲
自提出调研方案，亲自深入基层群众，亲自
进行调查分析，亲自梳理突出问题，亲自起
草调查报告，亲自解决矛盾问题。

为进一步增强调查研究的针对性和实
效性，通知要求，采取“四不两直”（不发通
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直
奔基层、直插现场）等有效方法获取第一手

资料， 同时坚决防止出现为完成任务搞调
研、 为了调研搞调研、 脱离工作实际搞调
研、抓无关紧要的调研等不良倾向，坚持把
调查研究的聚焦点落到“抓重点补短板强
弱项防风险” 确定的工作重点上来， 落到
“三大攻坚战”的组织实施上来，落到“产业
项目建设年”的工作推进上来，使每一项调
研都能够抓到实处、抓出实效，充分发挥调
查研究在破解难题、推动工作、促进发展中
的重要作用。

全省大调研活动正在进入集中破解难
题阶段。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对调研过
程中查找出来的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梳理，
归类分析，列出问题清单和责任清单，一一
交办到具体责任单位、具体负责人员予以落
实。同时，要切实加强对各个阶段工作的总
结，注意发现和推介大调研活动中涌现出来
的好做法和好典型，及时将情况报送到大调
研活动的牵头组织单位，以便更好地把握工
作动态，推动大调研活动深入开展。

省委办公厅下发通知要求

进一步增强调查研究实效

� � � � 湖南日报5月6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
讯员 彭勇 彭仁满）“五一”前夕，全省水稻
机械化栽种现场演示会在岳阳市屈原管理
区召开。与会代表普遍认为：屈原管理区农
业机械化水平在全国领先， 具有示范推广
意义。

在这片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好、 高标准
农田率达71.4%的平畴沃野，旋耕机的马达
声、 植保飞机的轰鸣声， 成为春天的主旋
律。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告诉记者，该区机耕
率、机收率、机械转运率、机械排灌率、机械
植保率、机械加工率，都已达100%。

近年来， 屈原管理区大力鼓励农机合
作社发展，坚持实施奖励推动、改革促动、
示范带动和培训拉动。 区财政每年投入奖
补资金1000万元以上， 对规模经营的农机
合作社给予5万至10万元不等的奖励，农机
合作社数量年均递增20%以上。2017年，共
开展现场演示会、培训班36场次，培训农机
操作手、技术骨干等5000人次。在区、乡建
立农村产权交易中心， 引导农民以土地经
营权入股农机合作社，实现“真合作、真分
红、真分享”。目前，全区有9万多亩土地流
转至农机合作社，90%以上的机械化作业
由农机合作社承担。同时，以创建全国农村
改革集中区为契机， 投资6000万元建设集
农机培训、农资供销、农机超市、农机服务
等于一体的区级惠农服务中心。

该区着力开展“创品牌、创标杆，争省
级、争国家级”的“两创两争”活动，确保示
范典型不断涌现。 惠众农机合作社已成全
国农机合作示范社，理事长阳岳球获评“全
国种粮大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十佳农
民”。如今，全区已拥有固定资产100万元以
上的农机合作社67家，22家农机合作社获

省以上“现代农机合作社”称号。该区先后获评“全国首批基本实现
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区”“国家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示
范区”。

湖南日报记者 唐婷

4月上旬，应邀前来拍摄宣传片的英国
BBC纪录片导演Nicky� Robertson在常德
桃花源景区度过了一段难忘之旅:“在这里，
我感受到了中国几千年文化的传承， 我非
常乐意去了解她、传播她，相信很多外国游
客会和我一样爱上她。”

打造中国旅游休闲示范城市和国际城
市旅游特色目的地！近年来，常德市委、市
政府把文化旅游业作为战略性产业来培
育，打响“世外桃源”旅游品牌，塑造“亲亲
常德”旅游形象，实现了产业大发展、产品
大提质、人气大聚集、市场大拓展，从传统
旅游观光城市向生态休闲城市全面转型
升级。

常德，这座“桃花源里的城市”，乘着全
域旅游发展的潮涌之势， 向着国际休闲旅
游目的地目标迈开步伐！

大战略大手笔，打一场文化
旅游发展的“硬仗”

仿佛一夜之间， 常德旅游以“黑马之
姿”进入发展“超车道”———

暌违3年，桃花源景区惊艳归来，开园
半年多，人气持续火爆，累计接待游客超过
100万人次；

强势登陆央视， 多场国内外大型赛事
花落常德，“桃花源里的城市” 这张精美城
市旅游名片在国内外崭露头角；

旅游综合收入5年增长84.9%， 旅游
经济占GDP比重超过10%， 与张家界、湘
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形成湘西北旅游“金
三角”之势，稳居全省旅游业发展“第一方
阵”。

事非经过不知难，成如容易却艰辛。分管旅游的常德市副市长
涂碧波坦言:“常德旅游‘蓄积’已久，该是‘发’的时候了。”

荩荩（下转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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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5月6日讯 （记者 陈淦璋 ）
今天，长沙磁浮快线迎来试运营两周年纪
念日。 记者从湖南磁浮交通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湖南磁浮公司”）获悉，截
至今年5月5日，长沙磁浮快线累计开行列
车89450列次，列车正点率99.85%，总运营
里程168.37万公里，累计发送旅客559.48万
人次。

长沙磁浮快线于2016年5月6日试运
营， 开启了高铁长沙南站至长沙黄花国际
机场18.55公里的“贴地飞行”新旅程，成为
世界上最长的中低速磁浮线。

两年来，长沙磁浮快线经过4次调时，
运营时间由最初的9时至18时，调整为7时
至22时（机场站为22时30分）；行车间隔由
最初的24分30秒，缩短至目前的11分40秒。

从客流数据看， 长沙磁浮快线第一年

度日均客流量7716人次，第二年度日均客
流量攀升至8299人次。 在法定节假日期
间， 日均客流量更是突破1万人次， 其中，
2017年10月4日创造了12759人次的全线
单日最高客流。

通过自主创新， 长沙磁浮快线填补了
我国中低速磁浮车辆工程化和产业化运用
领域的空白； 形成了我国中低速磁浮的标
准体系，并获得专利230余项。

在长沙磁浮快线的示范引领下， 国内
各地磁浮建设事业发展迅速。 目前， 时速
600公里高速磁浮在青岛通过专家评审，
北京S1线开通试运营，清远磁浮旅游专线
开工建设。 湖南磁浮公司率先构建中低速
磁浮运营体系，先后承接了北京S1线业务
骨干培训工作、 吉隆坡捷运轨道学院城市
轨道交通车辆外部培训工作。

“贴地飞行”168万余公里
发送旅客近560万人次

长沙磁浮快线安全运营2周年

初夏大地
披银装
5月6日， 龙山县

大安乡翻身村仿佛披
上了银色的盛装。近
年来， 该县引导农民
应用地膜覆盖栽培技
术，起到增温保墒、抑
制杂草等作用， 农作
物产量大幅提高。

曾祥辉 摄

■深读

中国男乒九连冠！

“文化湘军”风头劲
———湖南文化产业发展纪实之一

创新开放 融合发展
———走近第十四届深圳文博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