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5月24日讯 （记者 戴鹏 通
讯员 唐斌 郭萍）村部门口新挂起了“城乡
居民医疗保险服务咨询点”牌子；阳光服务
台专栏增加了医保服务专干信息； 服务人
员定点坐班，为村民提供医保政策咨询、收
集理赔资料……这是5月24日， 记者在茶
陵县腰潞镇东山村见到的情景。

自去年10月起， 中国人寿联合茶陵
县，面向农村居民推出宣传服务项目。培训

当地人担任宣传专员， 将城乡居民基本医
保和大病医疗制度政策宣传到村（社区）、
学校，做到家喻户晓。目前，已有15个村建
立“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服务咨询点”。

据了解， 中国人寿湖南省分公司自
2013年起，陆续中标了全省14个市州大病
保险承办项目。去年，茶陵县大病保险累计
补偿1505万元，其中贫困户526万元，全部
由中国人寿补偿到位。

湖南日报5月24日讯 （徐德荣 成俊
峰）今天，由衡阳市慈善总会、中国人寿保
险衡阳分公司联合推出的“慈惠”民生保险
项目投保运行。 该项目将增强群众抵抗突
发事件和风险灾害的能力。

据悉， 该公益项目投保对象涉及衡
阳市城区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户、 市城区
常住居民两类人群，预计将惠及140万城
区市民。该市慈善总会将为11682名市城

区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户、1182名城乡特
困供养人员每人每年投保300元，如被保
人发生重大疾病、意外伤残或身故，保险
赔偿金额最高可达10万元； 为100余万
名城区常住居民（含办理居住证的外来
务工人员）每人每年投保2元，如被保人
受自然灾害、 公共场所火灾等意外伤害
致残或身故， 保险赔偿金额最高可达1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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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5月24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王武立）“项目今年1月开工建设以
来，县经开区为项目建设提供全方位服务，
项目目前完成投资超出原计划的近二成。”
5月23日， 落户永兴县经开区柏林工业园
的湖南金业环保固体废物无害化资源综合
利用项目负责人介绍，该项目占地292亩，
总投资5.8亿元，建成达产后，可实现年销
售收入17亿元，年利税达2.5亿元。

今年来，永兴县经开区围绕“打造千亿
园，跻身国家队”的目标，一方面加快“路管
网”等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打造良好的发展
平台;另一方面，面向珠三角、长三角，面向
永兴籍商人、面向主导产业链、面向500强
等实施精准招商。今年一季度，永兴县经开
区实际到位内资16.1亿元， 实际利用外资
6355万美元，同比分别增长23.2%、14.97%。

为助推产业项目加速落地、加大投资、
加快投产， 永兴县经开区为落地项目提供
“保姆式”服务，由园区政务服务中心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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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对产业项目建设实行一天一
督查、一周一调度、双周一推进、一月一通
报的倒逼机制， 督促项目加速建设。 据了
解，今年一季度，永兴县经开区新开工项目
8个，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亿元，同比增长
20.1%； 带动园区一季度实现工业总产值
145亿元，同比增长16.1%。

湖南日报5月24日讯 （杨卫星 朱正
熙）涟源市商务粮食局近日向外界透露，今
年1至4月， 涟源市内联引资到位资金40.8
亿元，同比增长20.9%；完成外贸出口581
万美元、对外经营营业额646万美元，同比
分别增长75%、35%。

近年来， 涟源市贯彻落实创新引领开
放崛起战略，狠抓招商引资、外经外贸等工
作，全力推进开放型经济发展。他们筛选了
7条有产业基础、有龙头支撑、有研发力量、
有发展空间的“产业链”，每条“产业链”由
市“四大家”主要领导担任“链长”。同时，全
力实施“涟商回归”战略，建立“四大家”领
导分块负责、 全体市级领导分组参与的产
业招商机制。 对招商引资项目推出“保姆
式”服务。如规定，世界500强企业直接投
资3亿元以上的项目，投产5年内，企业每
年所缴税收市级留成部分等额奖励给企

业；企业成功挂牌上市的，分别一次性奖励
100万至300万元；对企业投资项目优先保
障用地， 并从项目所缴纳土地价款地方留
成部分中， 奖励50%支持项目基础设施建
设。

涟源市还采取措施， 努力扩大外贸企
业规模。去年外贸企业增至13家，比上年增
加75%。抓好重点外贸企业培育，在政策和
项目资金上向骨干企业倾斜， 促进外贸企
业转型升级、加速新产品研发。安排专项经
费，邀请专家进行外贸政策业务培训，提升
业务水平。

在全市上下共同努力下， 涟源市开放
型经济发展势头强劲。去年，该市累计完成
外贸进出口总额2114万美元，比上年增长
119%；内联引资到位资金99.9亿元，利用
外资6894万美元，比上年分别增长17.7%、
7%。

项目建设势头猛
经开区一季度新开工项目8个, 实际利用

外资同比增长14.97%

永兴

开放发展风头劲
前4个月完成外贸出口、对外经营营业额大幅增长

5月23日，桂东县沙田镇胜利村，山道弯弯的G106国道与笔直平坦的平汝（平江至汝城）高速在此相遇、与青山农舍相织，景致有趣而壮观。
邓仁湘 摄

山道弯弯

湖南日报记者 雷鸿涛 通讯员 汤惠芳

5月19日，中方县花桥镇芭蕉溪村第二届
枇杷节开幕。放眼芭蕉溪，挂满枝头的枇杷，
犹如一盏盏金灿灿的小灯笼。 活动现场，“吃
枇杷不吐枇杷皮”“稻田摸鱼” 等活动乐坏了
游客。当天，该村枇杷销售量达1500公斤。

这天，种植大户孙永福一直忙着摘枇杷、
装筐运销，根本停不下来。他说，累是累点，但
心里比吃了枇杷还甜。去年，在首届枇杷节的
带动下，他家近5000公斤的枇杷坐上“电商专
列”，他获得收益4万多元，这个数据是往年的
10倍。

芭蕉溪村地处高山， 交通不便， 有村民
309户1400人。过去，村民长期过着靠天吃饭
的传统农业日子，零星发展了毛桃、杨梅、枇
杷、葡萄等水果产业，没有支柱产业。

“村民要脱贫致富，还得靠产业。”村党支
部书记金吉良说。 为进一步促进枇杷产业提

档升级， 村支两委和驻村扶贫工作队立足实
际，创新党建引领、科技支撑、乡村旅游3条发
展路径，聘请了枇杷生产专家到林间开课，组
织种植大户赴洪江、 通道等地交流学习。“去
年，结合脱贫攻坚，村里为贫困户免费发放枇
杷苗木，新增枇杷种植面积200亩。”金吉良介
绍 ,如今，该村的枇杷，不论在产量、外观、色
泽,还是肉质，都有很大的提高，枇杷产业已成
为村里的支柱产业，成了村民脱贫致富的“金
果果”。

目前，全村有枇杷500亩，年产量达15万
多公斤。村里成立枇杷专业合作社，吸纳枇杷
种植大户8户。此外，村里建成了通达公路，拉
通了枇杷山两公里的环山公路， 硬化了枇杷
物流基地。为实现枇杷产业发展的品质化，该
村对枇杷进行了包装注册，统一用“云顶”商
标在线上线下销售。

中方县主动为村里“搭台”，开展“电商+
扶贫”模式，设立了电商服务站点，网罗湖南

惠农、十八道、天猫雪峰等20多家电商参与枇
杷线上销售。在枇杷节开始前3天，率先入驻
的电商十八道已经拿下来自陕西、 上海等多
地订单近5000公斤。

游览生态枇杷园，感受乡村醉美风情。自
去年开展首届枇杷节以来， 该村着力打造休
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深度融合的新型乡村发展
之路，大力推动乡村农家“采摘旅游”落地。

“多亏了枇杷节把游客吸引来，让我有信
心办农家乐。”芭蕉溪村七组的贫困户刘银桂
说道。作为村里能干婆农家乐的老板，她在枇
杷节当天就获得了近3000元的收益。 当地土
特产枇杷膏、土鸡、土鸭、腊肉也成了抢手货。
刘桃是五组的村民，这次枇杷节，她带着100
瓶自酿的枇杷膏来找市场， 开幕当天就收入
2300元。

去年，芭蕉溪村人均年收入达3200元。芭
蕉溪村建档立卡贫困户从2014年的71户下降
至去年底的5户。

湖南日报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周健 陆祝玲

“颜老板！我是衡阳林隐酒店，急
需小龙虾，你那里有多少我要多少，今
天发货行不？”“今天长沙要200公斤，
一下捞不出太多， 最多给你发100公
斤。”近日，衡东县蓬源镇潭江村潭江
红生态龙虾养殖基地负责人颜永汉，
接到客户打来的电话。

眼下，正是小龙虾产销旺季，潭江
红生态龙虾养殖基地一派繁忙。“我们
刚起了500多公斤虾。 成色好的小龙
虾，在长沙、衡阳供不应求。”颜永汉对
记者说。

颜永汉原在深圳餐饮行业干了9
年。细心的他发现店内小龙虾畅销，可
货源短缺。想到衡东老家稻田多、水质
好， 适合小龙虾养殖， 他不禁动了念
头：与其常年漂泊在外，何不回去利用

家乡好山好水发展小龙虾养殖？
心动不如行动。2016年10月，颜永

汉回到家乡， 以每亩每年400元的价
格，流转潭江村278亩稻田，用于养殖
小龙虾，并到外地学习技术。当年实现
亩产虾150公斤，赚回了本钱。

如今，经过摸索，颜永汉的养虾基地
渐形成了“稻—虾”种养模式。“上半年养
殖小龙虾，下半年种植晚稻，土地利用率
提高了，经济效益增加了，今年每亩收入
可达5000元至6000元。”颜永汉介绍。

目前，潭江村已建成3家小龙虾养
殖基地，面积800多亩。

小龙虾养殖，为潭江村农业产业增
添了活力。“以前，我们村农户流转土地
价格每亩仅有200元。” 村党总支书记
谭瑞平说，“现在，每亩流转土地价格达
400元。乡亲们通过土地流转获得了固
定收益，部分闲散劳动力还到养殖基地
务工，人均年收入1.2万元。”

5月23日下午，长沙市开福区望麓园小学，学生学习包粽子。当天，该校举行“有心有
爱‘粽’有情”迎端午活动，邀请学生及家长、教师代表一同包粽子、送粽子，为社区孤寡老
人、贫困家庭送去关爱与祝福。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张颐佳 摄影报道

包粽子 迎端午

乡村振兴纪实 枇杷甜了芭蕉溪

小龙虾托起潭江致富梦

衡阳市为140万城区市民“购保防灾”

中国人寿服务下乡
茶陵15个村建立医保咨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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涟源

湖南日报5月24日讯 （记者 李文峰 彭
业忠 通讯员 刘翔）21日上午，湖南工业大学
在自治州花垣县十八洞村举行“绣色十八洞”
品牌设计与策划战略合作协议签字仪式，并
于即日起举办为期2天的苗绣创新作品展，宣
示深化校地合作，开发“非遗苗绣”，点亮“绣
色十八洞”，助力十八洞农民致富。

“要在传承文化元素的基础上，抓好绣娘
的培养， 进行与时俱进的创新， 注重美学设
计，开发适应当下市场的工艺品。利用电商渠
道，做大做强苗绣产业销售链，促使苗绣发扬
光大，走出大山，走进市场，走进千家万户。”
当天上午， 十八洞村苗绣合作社理事长石顺
莲签下“绣色十八洞”设计与创新基地建设合
作协议时兴奋地说，去年11月14日，省委党
的十九大精神宣讲团成员、 湖南工业大学党
委书记唐未兵到该村宣讲时讲过的这番深情
的话一直记在心里，今天，湖南工业大学此举
更是一诺千金， 更加坚定了她们创新开掘十
八洞村苗绣产品的信心。

据了解，去年11月下旬，湖南工业大学先
后组织包装设计艺术学院部分师生赴十八洞
村以及周边村落进行了长达10天时间的“苗
绣”调研，还委托学校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
苗族婚嫁女红艺术研究课题组成员前来进行
苗绣发展考察，并成立“绣色十八洞”苗绣创
新团队， 特邀省级苗绣传承人吴英继作专题
讲座，一起探讨非遗苗绣技艺创新设计方案。

半年来， 湖南工业大学成功申报关于苗
族文化研究、苗绣研究等方面的科研课题，其
中“中国苗族婚嫁女红艺术研究”“湘西苗绣
中‘喜相逢’纹样艺术符号研究”等分别获批
国家及省级社科基金项目。 该校师生成功创
办了基于十八洞村苗绣发展的“绣色十八洞”
品牌。

“绣色十八洞”苗绣创新作品展在十八洞
苗族文化博物馆开幕，展出湖南工业大学“绣
色十八洞”团队以“苗绣”为主题设计创作出
的100余件作品，包括生活用具、文创饰品、
陶瓷产品等，令当地群众大开眼界。

点亮“绣色十八洞”
湖南工业大学助力十八洞村民致富

湖南日报5月24日讯 （记者 王文隆 通
讯员 黄康）22日，浏阳市政府与新松机器人
投资有限公司、北京恒烁挚安自动化科技有
限公司共同签署《防爆机器人暨烟花爆竹产
业智能制造框架合作协议》。不久，全国首条
花炮智能制造生产线将在浏阳诞生，标志着
浏阳花炮将由机械化、自动化生产向智能制
造转变。

作为全球最大的烟花爆竹生产贸易基
地，浏阳花炮生产企业均不同程度实现了机
械化生产， 生产工序平均机械使用率达
70%，鞭炮生产已全面实现机械化。东信、华
冠两家生产企业被列入国家“机械化换人、
机器人作业、自动化减人”试点示范企业。

据了解，浏阳此次与新松机器人、北京
恒烁挚安签订框架协议，目的就是进一步促
进花炮传统产业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推动
智能制造与烟花艺术交相辉映。

浏阳花炮
智能机器人造

首条花炮智能制造生产线将在浏阳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