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湖南日报5月8日讯 （记者 孟姣燕）今
天， 杭州旅游推介会暨旅游项目招商会在
长沙举行。 越剧表演、悠悠茶香、杭帮美食
纷纷登台亮相，杭州宣传“独特韵味，别样
精彩”城市形象的同时，重点推广了G20峰
会旅游线路、 农旅融合精品线路等旅游产
品。

“长沙与杭州交通便捷，互
为客源地。 ”杭州市旅游委员会
负责人表示，该市在西湖，灵隐
寺、 千岛湖等老牌5A景区为核
心吸引物的基础上，大力发展会
议会展旅游。 目前，G20峰会旅
游线路备受市场欢迎，峰会场馆
接待游客上百万人次，且场馆预
订至2020年。 特别是《最忆是杭
州》实景演出、钱江新城灯光秀、
西湖音乐喷泉、大运河游船等旅

游产品让“夜游杭州”大放异彩。
推介会上， 杭州发布了淳安下姜村二

日游、建德古村落发现之旅、桐庐芦茨村慢
生活等10条农旅融合精品线路等旅游产
品，并为湖南游客带来了半价游西溪、免门
票游建德等多项优惠政策。

� � � �湖南日报5月8日讯（记者 胡信松）为向
广大劳模致以节日的慰问和崇高的敬意，
华天集团从5月1日起推出“红五月，向劳模
致敬”系列活动，为劳模送去祝福和温暖。

活动期间， 将邀请2至3名省级及以上
劳动模范走进华天， 为华天员工讲述劳模故
事，让员工感受劳模精神，营造诚实劳动、勤

勉敬业的工作氛围。
华天集团旗下长株潭自营酒店（湖南华

天、潇湘华天、芙蓉华天、星沙华天、灰汤华
天、株洲华天、湘潭华天）以及华天国旅将推
出一系列优惠举措，用精诚、精致、精美服务，
向省、 市及以上劳动模范和五一劳动奖章获
得者传递敬意。

免费省内“周末游”，凡符合条件的优惠对象
凭荣誉证书及本人身份证，可享受华天国旅提供
的免费“省内周末游”活动（一次）；免费泡温泉，
符合条件的劳模凭荣誉证书及本人身份证，可在
灰汤华天温泉度假酒店免费领取温泉门票2张；
享受消费折扣，康体项目（游泳、健身）免费等。

华天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蒋利亚表示，
推出“红五月，向劳模致敬”系列活动，旨在进
一步唤起对劳动者的认同和尊敬， 营造尊敬
劳动模范、弘扬劳模精神，劳动光荣、劳动者
光荣的良好社会风尚。

杭州来湘邀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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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5月8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
员 张佳成 李泰卢）汽车消费市场日趋成熟，
平行进口汽车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所接受。
从去年9月份开始，我省进口汽车整车开始了
一轮大幅增长。 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全
省进口汽车1136辆， 比去年同期增长8倍，价
值5.6亿元，增长6.2倍。

据海关统计， 比利时为我省主要汽车进
口国，德国、阿联酋、英国次之。 一季度，我省
共从比利时进口汽车563辆， 增长55.3倍，货
值3.5亿元，增长20.3倍，占同期汽车进口总额

的63.6%。 混凝土泵车生产用重型牵引载重卡
车是主要进口车型， 家用四轮越野车进口大
幅增长。

随着内陆省份汽车消费市场日趋成熟，
平行进口汽车逐渐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所接
受。 去年7月，岳阳城陵矶港整车进口口岸正
式投入运营， 成为我国中部地区首个整车进
口口岸。 随着我省及周边省份居民生活水平
逐步提高，消费层次逐步升级，从国外进口高
档车的需求也越来越旺盛，今年一季度，我省
依托城陵矶港交通运输优势进口德系、英系、

日系等“欧版”“中东版”中高档车辆数量大幅
增长。 从去年开始，我省中联重科、三一汽车
等大型工程机械制造企业的混凝土泵车生产
订单呈直线上升， 用作泵车底盘以牵引和载
重的重卡也迎来了一轮进口高峰。

海关表示， 进口车关税或将迎来新一轮
下调，将给省内汽车制造业带来挑战。 汽车企
业应加强技术研发和品牌建设， 提高产品质
量和品牌形象，增强核心竞争力。 此外，平行
进口汽车在知识产权、质量认证、消费者权益
保护等方面亟待完善制度和规则。

� � � � 湖南日报5月8日讯 （记者 彭雅惠
郑旋 ） 2017年长沙知识产权领域改革成
果丰硕， 专利申请量、 授权量实现较快增
长， 优质专利不断增加。 今天， 长沙市统
计局发布消息， 去年长沙有效发明专利拥
有量20701件， 同比增长22.6%， 首次突
破2万件大关。

专利分为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和外观
设计三种， 其中发明专利是最主要的一
种。 2017年长沙共授权发明专利4873件，
同比增长15.6%， 发明专利授权数占比
28.4%， 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 其中，
中南大学凭借“轨道车辆实车撞击试验系
统” 发明专利获得第十九届中国专利金

奖， 中冶长天的“烧结机风箱端部密封装
置”、 湖南省植物保护研究所的“一株红
细菌菌株及其应用”、 圣湘生物的“丙型
肝炎病毒核酸定量检测试剂盒” 等9项发
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获得第十九届中国
专利优秀奖， 获奖专利数较上年大幅增
加， 有力提升了长沙在全国知识产权领域
的影响力。

从区县专利申请授权排名看， 岳麓区
最具“智慧”， 去年全年申请专利14439
件， 长沙县、 雨花区分列第二、 三位。 各
类产业园区中， 长沙高新区凭借8532件
专利申请量在全市园区中排名第一， 长沙
经开区紧随其后。

� � � � 湖南日报5月8日讯（记者 刘永涛）随
着监管合规期限越来越近， 网贷行业洗牌
不断加速。 5月7日，融360发布最新监测数
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正常运营的
网贷平台共计1523家，4月网贷平台成交
量为1342.43亿元，环比3月下降12.82%；4
月网贷平台贷款余额共计7783.85亿元，环
比下降4.47%。

监测数据还显示，4月全国新增问题
平台共计42家。 其中，停业平台30家，占比
71.43%；提现困难7家，占比16.67%；刑侦
介入5家，占比11.90%。

监管合规期限在即， 我省网贷行业面
临大考。据了解，一批平台缩减自身业务规
模，加快整改步伐，以完成监管部门备案登
记；另有“吉盟财富”等平台因涉嫌违法被

立案侦查。下一阶段，预计会有更多网贷平
台良性退出或被迫停业。

长沙一位业内人士建议， 市民选择网
贷平台投资须擦亮眼睛，勿受高息诱惑。目
前网贷平台整体口碑形象堪忧， 投资人谨
慎情绪日趋升温， 平台内有避险需求的资
金纷纷外流，人气大幅下降。随着行业的继
续分化，这一趋势还会增强。

今年“五一”前夕，央行等四部委联合
发布《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
指导意见》，没有取得资管类业务和资管代
销牌照的平台都无法开展互联网理财业
务。未来网贷平台将面临两个选择：一是取
得资管类业务或资管产品代销资质维持现
有业务， 二是清理存量业务以避免被认定
为“从事非法金融活动”进而被取缔。

� � � �湖南日报5月8日讯（记者 熊远帆）今
天， 中国超级电容产业联盟和中国照明学
会在长沙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合作
机构落户长沙， 将牵手我省相关企业抢占
我国的绿色照明高地。

超级电容器是一种介于传统电容器与
电池之间的新型绿色环保物理储能器件，可
短时间大功率输出， 功率密度远高于锂电
池，充放电循环次数达50万次以上，寿命达
10年以上。用于道路照明基本解决了传统太
阳能路灯电池使用寿命短、阴雨天和低温环
境无法正常使用、重金属污染等问题。

作为超级电容器在照明行业的示范项
目， 长沙至株洲的洞株公路路灯项目由湖

南耐普恩科技有限公司实施。 全长12.3公
里， 设计使用714盏12米路灯实现双向六
车道的照明， 项目在使用太阳能无电力开
支的前提下， 完全实现了市电路灯的使用
效果。公路全年累计节约超过37万度电，根
据合同约定，耐普恩科技提供十年质保，这
意味着期间将累计节约超过370万度电。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超级电容器产
业联盟理事长杨裕生告诉记者， 湖南目前
在超级电容产业方面已具备一定基础，未
来产业联盟不但将利用超级电容器解决传
统光伏产业储能瓶颈， 还将结合湖南新能
源汽车产业基础， 打造自主动力核心的新
能源汽车。

� � � �湖南日报5月8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
员 张文博）长沙海关法规部门近日查获一批
涉嫌侵犯知识产权的电动平衡车。据了解，这
批电动平衡车共297辆，原定通过“湘欧快线”
出口俄罗斯，经海关人员现场查验，该批货物
涉嫌侵犯权利人的发明专利和外观设计专
利。

作为良好营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知识产权保护对从事国际贸易的企业极为
重要。为保障国内外企业的合法权益，长沙

海关把为企业提供优质知识产权服务作为
转变职能、简政放权的重要抓手，持续不断
地以高压态势打击各种侵权行为。

据长沙海关法规室副科长余钧介绍，
今年以来已查扣进出境侵权嫌疑货物402
件， 这些货物一般通过货运和邮递快件两
种渠道进出境。海关提醒广大企业，一定要
加强知识产权海关备案意识和维权意识，
知识产权权利人可在海关总署网站在线办
理备案手续。

� � � �湖南日报5月8日讯（记者 奉永成 通
讯员 侯迎 刘坚） 日前， 浏阳市大围山镇
30名果农收到了农行长沙分行发放的“惠
农e贷”共300万元，用于发展特色农产业，
这是农行长沙分行对接乡村振兴战略、支
持农村特色产业发展的又一举措。

“惠农e贷”是农行湖南分行新推出的
一款对接乡村振兴战略的“三农” 贷款产
品，符合贷款条件的农户10分钟内就可以
获得3000元到30万元不等的贷款。

根据长沙市县域农产业发展特点，农

行长沙分行选定浏阳市大围山水果产业作
为“惠农e贷”支持特色产业发展的试点产
业，对浏阳大围山水果产业进行深入调查，
目前， 首批已对30户果农发放了贷款，接
下来将对已审核的280户果农陆续发放贷
款,贷款总计超过2700万元。

对接乡村振兴战略，今年来，农行长沙
分行已先后推出“惠农e贷”便捷贷、政府增
信贷、产业链贷、特色产业贷等多种模式，
为不同类型的农户和农业经营主体融资开
辟了路径。

湖南日报记者 戴鹏 通讯员 熊军 陈柱波

5月3日， 在株洲县淦田镇清溪村里，一
阵轰鸣的机械声打破了寺中组的宁静。 晨雾
渐退的林海深处，建档立卡贫困户钟海军一
家正忙碌着，准备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

“昨晚长沙的顾客就打来电话，又要来
买蜂蜜， 所以今天天刚亮我就起床剥蜂巢，
给远道而来的客人尝到最新鲜的蜂蜜。 ”钟
海军一边说着，一边操作甩蜜机，整个屋子
充满了香甜的味道。

今年46岁的钟海军，因为年迈的父亲患
有重疾，医药费支出不断；刚满18岁的儿子，
还在上学，一家五口人的生活长期以来都是
依靠他打零工的微薄收入来维持。 2015年
底，他被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2016年初，时任淦田镇副镇长的朱刚被
确认为钟海军的帮扶人员。 出路在哪里呢？

怎么样才能让钟海军脱贫摘帽呢？
朱刚想到了清溪村地处株洲县军山林

场深处，森林覆盖率达到了90%，这里水源纯
净、植被丰富、树木茂盛、花期较长，是个养
蜂的好地方。 朱刚说：“养蜂酿蜜占地少、投
资低，我觉得可以试试。 ”

然而，钟海军对朱刚的提议，并不赞同。
“以前我也养过蜂，可是没什么成效。 ”钟海
军说。

钟海军虽顾虑重重，但是这次因为有了
扶贫干部的“撑腰”，他最终还是下决心扎进
了养蜂事业里。

然而， 现实有时候和理想却大相径庭。
因缺乏技术，蜜蜂分箱不顺利，蛾子、蚂蚁就
来捣乱；挪动蜂箱，蜜蜂又不归巢；因为错用
药物， 养了几个月的蜜蜂一下子全死了；更
别提刚刚产出的200多瓶新鲜蜂蜜， 苦于清
溪村山大沟深，交通不便，成了放在家里“摆

看”的滞销品。
在帮扶人员的鼓励与坚持下， 原本打算

放弃的钟海军又购入一批蜜蜂。 他一方面向
有经验的养蜂人学“窍门”，一方面与蜜蜂加
强“交流”，终于从蜜蜂安全保护到天敌的灭
除，从蜂舍卫生环境到定期消毒、日常管护,从
蜂蜜的收获到蜜蜂越冬口粮的预留等环节，
他都一一掌握，养蜂规模发展到80多箱。

功夫不负有心人，钟海军酿出的蜂蜜不
仅品质纯正，而且味道清香。 而帮扶人员们
也纷纷化身推销员，帮他站台“吆喝”，在朋
友圈里为他代理起了产品，短短几个月，200
多瓶蜂蜜就销售一空。

在帮扶人员的帮助下， 钟海军2017年就
通过养蜂蜜积攒下了一万多元钱。现在，他又通
过“危房改造”政策扶持告别住了40多年的土
坯房，建起了100多平方米的新房。

尝到了养蜂的甜头，钟海军又拉上村里其
他几户贫困户一起养蜂，准备扩大自己的“甜蜜
事业”。 他说：“我想创立自己的蜂蜜品牌，也把
我们清溪村的好山好水好东西推介出去。 ”

� � � �湖南日报5月8日讯（记者 龚柏威 通讯
员 汤胜）“我们公司有来头哦！ 我们可是广
东大企业的分厂哦！ ”5月2日，南县三仙湖镇
咸嘉垸村一栋2层小楼里， 女工徐霞一边脚
踩制衣机，一边向前来参观的人介绍，她的
身旁放着一堆堆印着“佛山标美”字样的女
士内衣。

广东佛山的企业为何会到南县乡村设

分厂？“镇里有诚意， 我们也想为家乡做点
事。 ”分厂负责人邓佩说，她在佛山标美服饰
有限公司工作了10多年，这家公司的老板叫
杨建武，和她都是三仙湖镇人。 三仙湖镇加
强乡村建设， 希望有能力的老乡回来投资。
去年11月，“佛山标美”在咸嘉垸村一次投了
近40台机器设分厂。

“多亏有了这个厂子，家门口能赚到钱，

还能照顾孩子。 ”正在生产线上忙碌的女工
谢晶平说，她家是村里贫困户，工厂建在村
里后， 她成为第一批员工， 上个月拿到了
3500元工资。“有这么高的收入，今年肯定能
脱贫。 ”谢晶平笑着说。

据介绍，“佛山标美” 分厂现有员工22
名，其中贫困村民10名，工厂按件支付工资，
并给予补贴和奖金，职工每人每月收入2000
至4000元。三仙湖镇还和“佛山标美”达成协
议，每村输送1至2对家庭贫困的夫妇到公司
进行3个月免费培训，目前已输送15对夫妇。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邓前斌 汤程安

5月5日， 地处新田县新圩镇的新田县
食用菌产业园， 工人们紧张地拌料、 装袋、
灭菌、 接种……一派繁忙景象。

当地村民谢柏富向记者介绍， 食用菌
产业园所在的这片山地， 土壤含量少， 夹
杂着大量易风化的砂石， 俗称“夹砂土”，

既种不出农作物， 种下树也不长。 受自然
条件的限制， 这一带有不少贫困户。

2017年3月， 新田县农建投公司引进
湖南远鸿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在新圩
镇社湾村及周边村流转山地280亩， 建设
食用菌产业园。 仅半年时间， 就投资1.5
亿元建成恒温智能大棚、 菌包工厂生产
线、 食用菌产业示范种植基地， 年产各类

菌包 1亿筒以上， 带动周边群众种植木
耳、 鸡枞菌为主的食用菌5000亩。 新田县
农建投公司工作人员郑顶平介绍：“群众
种植1亩黑木耳， 单季纯利就在8000元左
右。”

到目前， 新田县食用菌产业园直接安
排农村劳动力800多人就业， 带动1000多名
贫困人口种植食用菌， 实现脱贫。 去年，
新圩镇贫困户谢小妹一家， 种植3亩黑木
耳， 她还在食用菌产业园务工， 纯收入5万
多元， 一举摘掉了贫困帽。

我省进口汽车消费涌热潮

一季度汽车进口数量同比增长8倍
长沙有效发明专利首次突破2万件

谨慎情绪升温 网贷洗牌加速
4月网贷成交量、贷款余额环比双双下降

超级电容牵手照明
开启“无电力开支”路灯时代

长沙海关今年查获
涉嫌侵犯知识产权货物402件

佛山企业到南县乡村建分厂

夹砂地长出“致富菌”

� � � � 5月8日，中建隧
道长沙地铁6号线岳
华路站竖井施工现
场，建设者通过人脸
识别门禁系统进入
工地施工作业。 人脸
识别装置相比传统
的手卡识别，由“设
备对设备” 转换为
“设备对人”，更能实
现对现场人数的精
确把控。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雷密红
摄影报道

“刷脸”
上工

农行长沙分行助力乡村振兴
浏阳大围山310户果农将获2700多万元贷款

钟海军:干出一番“甜蜜事业”

精准扶贫在三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