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曹辉 通讯员 彭婷 王子良

5月10日， 记者沿着芙蓉大道湘潭段一路
前行，来到中国(中部)岳塘国际商贸城项目建
设现场。这里机器的轰鸣声、钢筋的碰撞声不绝
于耳，千余名工人同时作业，现场一派如火如荼
的施工场景。

“这个月， 窗帘布艺馆就将进行体验式运
营。我们正在抓紧赶工期，确保如期开业。”项目
投资方湖南新中弘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工程部经
理赵德仁说，为了这个项目，他和他的同事们已
经半年多没睡过一个好觉了。

中国 (中部 )岳塘国际商贸城位于湘潭市
岳塘经开区， 是省、 市、 区三级重点建设项
目。记者发现，这里拥有无可复制的交通区位
优势，京广、湘黔铁路，107、320国道贯穿其
中，长株潭城铁荷塘站抬头可见，湘江千吨级
码头近在脚下。 荩荩（下转2版③）

湖南日报5月13日讯 （记者 周月桂 ）1至
4月，长沙经开区共引进、洽谈投资额5000万元
以上项目37个，预计总投资570亿元，涉及汽车
关键零部件、电子信息及智能制造行业。

据介绍，1至4月， 长沙经开区新引进的
“500强企业”项目（500强企业项目是指世界500
强、 中国500强和民营500强三类企业在湘新投
和新增的投资项目。）有：铁建重工新型轨道交
通装备产业基地项目，总投资100亿元，由中国
铁建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建设；京东无人车智能产
业基地项目，总投资20亿元，由京东集团投资建
设；博世新能源汽车热管理系统项目，总投资21
亿元，由博世（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建设；蓝
思科技视窗触控玻璃面板项目， 总投资100亿
元，由蓝思科技（长沙）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此外，
还有许多世界500强企业项目正在紧密洽谈，如
日本加特可变速箱项目、 广汽三菱研究院项目、
加拿大麦格纳汽车外饰生产项目等。

荩荩（下转2版①）

湖南日报5月13日讯（记者 黄利飞）近日，
省政府发布《关于调整湖南省征地补偿标准的
通知》（简称《通知》），今年1月1日起全省施行新
征地补偿标准。相比于现行标准，调整后的征地
补偿标准普遍提高了30%左右。

《湖南省征地补偿标准（2018年修订）》显
示，全省征地补偿标准依划分的土地区域I区、
II区、III区而定，一般I区最高，II区、III区稍低。

长沙、湘潭、株洲3市市区I区的补偿标准，
皆超过9万元/亩；其中长沙市市区最高，达9.9
万元/亩， 这比现行标准7.6万元/亩， 提高了
30%。全省最低的是郴州市安仁县、嘉禾县、临
武县的II区，均为4.31万元/亩。

《通知》指出，征地补偿标准只包含土地补
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两项之和， 其中土地补偿费
占40%、安置补助费占60%。地上附着物和青苗
的补偿标准，由设区的市州人民政府规定。征收
水田的，按新标准的1.2倍执行；征收耕地（除水
田）、农村道路、水库水面、设施农用地等地的，
按新标准执行； 征收未利用地的， 按新标准的
0.6倍执行；征收园地、林地的，按照相应的地类
系数执行。

《通知》明确，新标准施行前，市州、县市区
人民政府已公告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可以继
续按照公告确定的标准执行； 在新标准实施前
已办理征地审批手续，但未公告征地补偿、安置
方案的，按照新标准执行。各地可根据实际制定
实施细则，但不得低于《通知》确定的补偿标准
和地类系数。

长沙经开区助推
“500强企业”项目落户

1至4月新引进、洽谈投资
额5000万元以上项目37个

全省今年1月1日起
施行新征地补偿标准

征地补偿较此前普遍
提高30%左右，长沙市市区
最高达9.9万元/亩

� � � � 总投资约1000亿元，
规划用地约15000亩———

湘潭争分夺秒
造“商贸航母”

湖南日报5月13日讯（记者 肖洋桂 通
讯员 钟毅刚）“你看，这都是生态修复后生
长起来的野生植物，益母草、橘藤、野蕾蒿
……到了冬季， 还可看到上千只白鹭齐飞
的景观！”5月13日上午，西洞庭湖自然保护
区负责人梅碧球站在半边湖监测站所在湿
地向媒体介绍， 目前西洞庭湖已恢复退化
湿地8万亩，70%以上的退化湿地得到有效
修复。

西洞庭湖自然保护区是我国淡水湿地
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之一， 也是中国
东亚候鸟重要越冬地和长江流域淡水鱼
类种质资源库。而半边湖则是保护区内候
鸟栖息、觅食重点区域。当天，由中央网信
办、生态环境部主办，湖南等长江经济带
沿线11省市网信办承办，华声在线等协办
的“美丽中国长江行———共舞长江经济
带·生态篇” 网络主题活动湖南站采访团
近70人，一踏入半边湖，便迫不及待扑向大
自然的怀抱。

“快看，这里有野生桑葚吃”“先别动，
你背包上有只好漂亮的蝴蝶” ……记者们
深深地被这里的生态环境所吸引。

2015年以前， 这里大片湿地被外来物
种欧美黑杨占领，候鸟栖息、鱼类产卵和觅
食受到严重影响。 荩荩（下转2版②）

西洞庭湖
恢复湿地8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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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5月13日讯（记者 周怀立 通
讯员 易湘峰 徐洋）日前，在株洲高新区中
国动力谷自主创新园北片区，中小型航机与
燃机研发及试验平台研制产业化项目开工。
该项目运用中科院有关成果， 总投资8.1亿
元，预计2019年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株洲
动力产业聚集度，带动机械、冶金、材料、电
子等相关产业发展。

中国动力谷自主创新园自2015年8月
底开园以来发展迅速，为株洲高新区创新发

展注入了新动能。目前，该园已有123家企
业签约入驻， 吸引20名两院院士与之进行
技术合作。 去年， 自主创新园营业收入由
2016年3.6亿元增至22.77亿元。

在自身快速发展的同时，自主创新园还
逐步担负起了引领株洲高新区创新发展的
重任。目前，该园已获批为国家海智计划工
作基地，并基本建成了省轨道交通自动化技
术与装备协同创新中心，正加快建设国家新
能源汽车检测中心株洲分中心。未来5年，该

园预计将吸引300家高水平研发机构落户，
每年将新增发明专利300件。

运用自主创新园的创新资源，株洲高新
区大力实施“互联网+工业制造”行动，重点
推动轨道交通、通用航空、新能源汽车3大动
力产业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并在
无线重联技术、永磁牵引与变流技术、自动
驾驶、车载智能化状态监测技术等关键技术
领域取得突破。目前，该区与互联网相关的
企业已达1096家。去年，园区互联网产业销

售收入突破400亿元。
自主创新园迅速增强的创新能力，也成

为株洲高新区招商引资的有力武器，吸引华
泰汽车特种合金材料增材制造中心等一批
好项目落户，比亚迪、狮力达科技等知名企
业纷纷前来洽谈合作。去年，株洲高新区营
业总收入、 技工贸收入双双突破2000亿元
大关。今年一季度，创新继续发力，共申请专
利919件，同比增加135.6%；完成财政收入
21.58亿元，同比增长21%。

湖南日报5月13日讯（记者 徐荣 通讯
员 彭婷 刘灿辉）“企业资金、技术保障到位
了吗? 有什么急需解决的困难问题吗?”近
日，位于湘潭高新区的湖南胜利湘钢钢管有
限公司来了一批“服务员”，面对面了解企业
情况和面临的问题。这批“服务员”就是园区
的干部们。

这是湘潭高新区干部争当企业“服务
员”、增强园区竞争力的一个缩影。

为落实“产业项目建设年”活动要求，

今年3月，湘潭高新区以干部带头，对企业
开展“一对一” 精准服务。 经前期广泛摸
底，该区确定对100家重点企业开展“一对
一”精准服务，希望以此做大一批龙头企
业，做强一批骨干企业，做精一批创新型
企业，转型一批传统企业。活动由33名区
直部门副职以上干部对企业“一对一”联
点。

为使活动取得实效，湘潭高新区重点实
施“一单四制”，即：建立企业服务问题清单，

落实服务签到制、问题交办制、登记台账制、
讲评通报制。同时，采取一月一调度、一月一
讲评的方式，听取工作情况及交办问题解决
情况的汇报，并制定联点服务企业工作“负
面清单”，严明工作纪律。

迅达大道路牌设置不完善、屹丰集团需
加大人才招聘力度……翻开联点干部的工
作日志， 每一页都是一次实地走访记录。湘
潭高新区产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自活动开
展以来， 联点干部共走访重点企业187次，

收集问题363个，目前已解决问题153个，其
余问题正在解决，且不断将新问题纳入清单
中。园区高效的服务环境，赢得了企业家的
一致赞誉。

“湘潭高新区正着力打造‘智造谷’，
建设自主创新示范区。我们希望通过‘一
对一’精准服务企业，营造重视企业、关
爱企业家的浓厚氛围， 全力支持企业快
速发展。”湘潭高新区党工委主要负责人
说。

打造自主创新园 做强中国动力谷

干部当好“服务员” 解决问题列“清单”

湖南日报评论员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实现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为子孙后代留下一条清洁
美丽的万里长江。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着眼
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向长江流域各省提出
的殷殷期望，也是他这次深入湖北、湖南长
江经济带沿岸考察提出的中心思想。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实施长江经济带
发展战略，首当其冲的是要放大我们的格
局，彻底转变发展理念，善于算大账、长远
账，算好生态账、政治账。

首先要提高政治站位。曾经，长江中下
游污染严重，被人们称为“第二条黄河”。长
江的污染，根子在岸上，源头在流域各省。

作为长江流域重要省份， 湖南各级党组织
必须从维护中华民族长远利益的高度，对
标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进一步增强“四个
意识”，切实把履行“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
发”作为内化于心的政治自觉，把保护和修
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 全力打
好以长江生态保护修复为重点的污染防治
攻坚战，守护好一江碧水，为推动长江经济
带绿色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其次， 就是要着实坚持新的发展理念
和正确的政绩观。“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是新时代发展的主旋律，但实际工作
中，一些同志尽管熟知这些概念，但工作中
还是难以割舍、难以摆脱以往的思维惯性，
对生态环保的认识不到位，行动不积极，舍

不得原有的坛坛罐罐。同时，全省生态环境
的历史欠账还比较多， 产业转型发展依然
任重道远。把一湖四水治理好、保护好，对
湖南各级干部来说， 就是经得起历史检验
的政绩，就是对子孙后代负责的功劳。

善于算大账、长远账，就会以壮士断腕
的决心和勇气摆脱惯性思维定式的羁
绊 ，既积极主动寻找 “有中出新 ”的途径 ，
实现传统产业腾笼换鸟 、凤凰涅槃 ，又以
前瞻的眼光开拓创新 ，实现 “无中生有 ”
的换道超车 。可以说 ，谁在发展思维上转
变得快 ，谁就越早赢得发展的主动 ；谁在
发展思维上转变得彻底， 谁就越能获得后
续发展的强劲动力。

湖南这些年建设“美丽湖南”、加快生

态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 已经证明了保护
生态与发展经济绝非零和博弈。如今，株洲
清水塘的数百根烟囱倒下后， 代之而起的
是让人充满憧憬的“动力谷”的拔节生长；
常德“最新的名片”是“海绵城市”，“最大的
亮点”是“美丽经济”；益阳的多个县市，将
作为农田“清道夫”的小龙虾，做成了近百
亿元的支柱产业；有着“江南虫草”的芦笋，
成为了湖区农民增收的新产业， 一根热销
各地生鲜市场的芦笋， 生动诠释着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现实逻辑。这些年来，岳
阳等地致力江豚保护， 让更多的人来洞庭
湖观赏江豚的观光经济已初露雏形。

思想决定出路，眼界决定境界。虽然在
转变发展理念的过程中 ， 不可避免要付
出眼前利益的代价， 承受短期的阵痛，但
是只要保持定力 ， 就会看到美好的前景
在向我们招手。 坚持贯彻新的发展理念，
失去的只是效益低下 、 难以持续的粗放
式增长 ，换来的是绿色发展 、富饶美丽幸
福的新天地。

要善于算大账、长远账
———学习贯彻省委十一届五次全会精神之一

5月13日，航拍西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见习记者 傅聪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影报道大美西洞庭

株洲高新区激发创新动能

湘潭高新区精准服务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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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

“道”行天下 通向未来
� � � �———写在习近平主席发表《携手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主旨演讲一周年之际

天涯明月伴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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