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6月28日讯（记者 廖
声田 田育才）“以前种的是稻子，现
在种的是风景。”6月27日，在张家界
武陵源风景名胜区空中田园景区，
田园主人彭齐光讲述当地的变化，
让媒体采访团的记者们真切感受到
张家界“好风景带来好钱景”。

6月25日至28日， 根据中宣部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
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主题采访活
动安排，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
视台等10余家中央主流媒体记者
组成的采访团来到张家界， 深入景
区景点、城市乡村、工业园区，聚焦
张家界建市30年来的新成就，见证
张家界的新发展。

张家界因旅游建市， 以旅游兴
市。自1988年建市以来，坚持把旅
游作为支柱产业，打响品牌、打造精
品， 先后获得中国首批世界自然遗
产、 全球首批世界地质公园、 世界
“张家界地貌”命名地、中国第一个

国家森林公园、中国首批5A级风景
名胜区、全国文明风景名胜区等6张
“烫金名片”， 实现了从养在深闺到
享誉中外的跨越。30年来， 年接待
旅游人数从建市之初54.7万人次增
加到去年7335.8万人次，增长了133
倍多；年旅游总收入从2491万元增
加到623.8亿元，翻了11番多。张家
界30年巨变，是我国改革开放40年
的生动缩影。

6月26日上午， 张家界市委主
要负责人主持召开座谈会， 向记者
们详细介绍了张家界的情况。4天集
中采访活动中， 采访团一行先后深
入永定区、桑植县、武陵源区和慈利
县， 对天门山“旅游+极限运动”，
《天门狐仙·刘海砍樵》《魅力湘西》
“旅游+文化”，张家界西线旅游、张
家界大峡谷“旅游+扶贫”的成功经
验进行了采访，深入挖掘“张家界旅
游” 的丰富内容和创新创造， 记录
“张家界旅游”新时代新篇章。

“以前种稻子，现在种风景”
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10余家

央媒聚焦张家界

湖南日报6月28日讯（记者 白
培生 颜石敦 通讯员 林航竹 李华
方）迎着盛夏骄阳，记者在汝城县延
寿瑶族乡官亨村易地扶贫搬迁点看
到，浩佳皮具有限责任公司“扶贫车
间”在抓紧施工。公司负责人介绍，
“扶贫车间”将于7月份建成投产，可
提供300多个就业岗位。

汝城县是罗霄山片区区域发展
与扶贫攻坚重点县，原有贫困村80
个、建档立卡贫困户21651户67641

人。为确保今年底实现“人脱贫、村
出列、县摘帽”，近年来，该县大力实
施精准扶贫，至去年底已有52个贫
困村出列，13713户45630人脱贫。

就业是促进贫困人口脱贫最
有效的途径之一。去年来，汝城县
探索“企业+车间+贫困户”模式，
引进企业在贫困村建立“扶贫车
间”， 让贫困村民家门口就可上班
赚钱。县里出台激励政策，对吸纳
当地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就业的

“扶贫车间”给予贷款担保贴息，以
及3万至5万元不等的奖励， 并对
在“扶贫车间”就业的贫困劳动力
给予补助。目前，全县已建“扶贫车
间”150个， 吸纳3000多贫困劳动
力在家门口就业， 人均年工资2万
多元。仅延寿瑶族乡，就建起了手
工编织、皮具、电子等“扶贫车间”
33个，吸纳800多人就业。

为提高贫困劳动力技能水平及
就业竞争力， 汝城县职教中心联合

县人社局，深入“扶贫车间”，组织开
展手工编织、 电子、 茶叶加工等培
训。 今年已开展各类培训40余场
次，让2000多名贫困劳动力掌握了
1至2门实用技术。马桥镇石泉村贫
困村民胡丹华经过培训， 顺利进入
村里开办的玩具厂务工， 月工资
2000多元。有了技能的贫困劳动力
既可在“扶贫车间”务工，又可与“扶
贫车间”签订代加工协议，领取代加
工产品回家生产。

湖南日报6月28日讯（记者 肖
军 黄巍）日前，会同县“一户一产业
工人”茶叶产业技术培训班结束，88
名贫困茶农参加了为期4天的培训，
由省里专家以讲座、观摩、研讨、实
训等方式，传授了茶园培管、绿色防
控等知识技能。

作为全省十强生态茶基地县，
近年来， 会同县把茶叶产业作为脱
贫攻坚主导产业， 委托会同宝田茶
叶有限公司新建标准有机茶园
2000亩，吸收4962名贫困村民入股
成为茶园股东，并通过技术培训等，

让作为股东和茶产业工人的贫困村
民掌握了培管技能， 有效提高了茶
叶质量，实现了“扶贫茶”自营出口
欧洲。

怀化市把科技扶贫作为脱贫攻
坚重中之重来抓，推行“123”科技
扶贫模式， 即以科技精准扶贫为核
心，通过“优秀人才撬动，特色产业
带动”，发展贫困地区产业、增加贫
困群众收入、 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2015年以来，该市市县乡三级共组
织1280名科技特派员和483名“三
区”（边远贫困地区、 边疆民族地区

和革命老区）科技人才，深入农村基
层，帮助发展扶贫产业。市里还向各
县市区，共选派了13个科技扶贫专
家服务团。通过科技帮扶，形成了
溆浦中药材、辰溪稻花鱼、靖州杨
梅等“一县一特色” 扶贫产业。目
前， 全市有6个县市区实现科技人
才对贫困村帮扶全覆盖。 今年底，
全市所有贫困村将实现科技人才
全覆盖。

“企村联姻”“校村联姻”，也是
怀化推进科技脱贫的一着妙棋。怀
化高新区致力于推动武陵山片区

“造血式” 扶贫， 组织园区20家绿
色食品企业，采取“公司+基地+农
户”模式，帮助上万名贫困人口发
展特色产业增收。作为杂交水稻发
源地的怀化职业技术学院，先后培
训致富带头人1.5万余人， 建立制
种基地3万余亩，带动5000多户农
户脱贫。

科技助推产业发展， 产业促进
精准脱贫。据统计，到去年底，怀化
市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已由2014年
87万多减少到26万多，贫困发生率
由20.8%下降到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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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插上“科技翅膀”
怀化以科技促脱贫，至去年底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由2014年87万多减至26万多

“扶贫车间”办到农家门前
汝城“企业+车间+贫困户”模式，让3000多贫困劳动力家门口就业

湖南日报6月28日讯（记者 奉
永成 通讯员 李伟 申喜志）引金融

“活水”，助脱贫攻坚。6月26日，农行
湖南分行对外公布了该行助力精准
扶贫的相关情况。截至5月底，农行
湖南分行为我省51个贫困县（区）共
发放贷款530亿元， 比年初净增49
亿元， 扶贫贷款投放位列全省金融
机构前列。

根据全省51个贫困县的金融需
求， 农行湖南分行制订了《“一县一
策”精准扶贫金融服务方案》。探索创
新“信用村+产业+贫困户”的扶贫模
式， 在衡阳市常宁市西岭镇桐江村，
通过建立农户信用评定委员会、贫困
户经济档案来评定信用村、核定信用
村整体授信额度，支持村民种植烟叶
和油茶两大特色产业，直接帮扶该村
127名贫困人口脱贫。

扶持龙头企业，做大特色产业。
湖南油茶、茶叶、黄桃、烟叶、中药材

等特色农业资源丰富， 农行湖南分
行以省、市、县三级扶贫办确定的重
点特色产业项目为切入口， 通过信
贷金融服务，采取“公司+农户”等方
式支持龙头企业发展， 做大特色产
业。如，支持花垣县兴盛供销有限责
任公司建设加工生产线、建设有机生
态蔬菜基地，带动200多户贫困农民
脱贫致富；支持城步苗族自治县大力
推进“北羊南养”扶贫产业，向政府推
荐的扶贫经济组织投放贷款3140万
元，628户贫困户因此增收。

主动对接景区， 支持旅游产业
发展。对接新宁崀山、湘西凤凰、永州
阳明山、炎陵神农洞、郴州莽山等景
区，为景区开发注入金融“活水”。截
至5月底，农行湖南分行向我省40个
贫困县投放旅游类贷款5亿元。 通过
细化对11个深度贫困县的支持方
案，逐县对接扶贫项目，为深度贫困
地区的脱贫攻坚提供金融服务。

农行湖南分行引金融“活水”助脱贫攻坚

为51个贫困县
发放贷款530亿元

湖南日报6月28日讯 （记者 胡
信松 通讯员 曾佰龙 邓华丽）今天，
从华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传出喜讯，
今年湘钢的桥梁钢生产突破29万
吨，较去年同期增长25%，产量在国
内同行业中名列第一。

几年前，华菱湘钢的桥梁钢产
量才几千吨， 在钢铁行业影响不
大。去年华菱湘钢的桥梁钢猛增到
53万吨，坐上了桥梁钢销售的头把
交椅。

2008年， 湘钢接到南京大胜
关大桥订单， 这是世界首座六线
铁路大桥， 不仅要求钢板整体面
积大， 还要求钢板要有很高的屈
强比。湘钢20多名技术人员，在世
界上没有成功范例的情形下 ，耗

费了600吨钢材做试验，经过了四
炉判废， 最终生产出了符合客户
标准的钢材。

真正让湘钢桥梁钢在国际上
声名鹊起的是“超级工程”港珠澳
大桥的订单。港珠澳大桥长达22.9

公里的桥梁主体，首次大规模采用
钢结构，用钢量达42万吨，相当于
60座埃菲尔铁塔的重量，使用寿命
120年，抗16级台风、八级地震及30
万吨巨轮撞击，是当今桥梁建筑的
世界最高标准。

华菱湘钢供应港珠澳大桥的2.1
万吨优质桥梁钢板，每块钢板要求符
合超过4米的超宽尺寸、 平整度差不
能超过两毫米的严苛要求，否则整批
钢板都要全部退货。 荩荩（下转3版）

湘钢桥梁钢产销国内第一
今年产量突破29万吨，同比增长25%�

湖南日报6月28日讯 （通讯员
向雪 记者 杨元崇） 国家生态环境
部近日对湖南湘西民用机场建设工
程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了批复，称
该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全国
民用运输机场布局规划》《中国民用
航空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原则
同意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环境影响评
价总体结论和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
施。 这一批复为机场全面开工建设
奠定了基础。

据介绍， 湘西民用机场项目是

经国务院、 中央军委批准立项的湖
南省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重点
建设项目。 该机场定位为具有丰富
旅游资源的民用支线机场， 位于花
垣县花垣镇老天坪村， 飞行区按4C
等级设计， 航站区按2025年旅客吞
吐量3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450吨的
目标设计；航站楼3000平方米，停机
位4个；配套建设场内通信、导航、气
象、 供油和消防救援等辅助生产设
施。项目投资16.69亿元，建设期拟
为3年，力争在2020年9月试航。

湘西民用机场项目环评
获生态环境部批复

湖南日报6月28日讯 （李夏涛
黄巍）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流传为
屈原。6月28日， 溆浦县首届“大江
口·大端午”龙舟文化节在大江口镇
举行，吸引近4万名当地群众和游客
观看。

溆浦县文化旅游局局长金中平
介绍，溆浦有两个端午节，农历五月
初五为“小端午”、五月十五为“大端
午”，其习俗已沿袭2000多年。相传屈

原五月初五在汨罗江投江，其噩耗是
五月十五传到溆浦的，因此溆浦人以
大小两个端午节来纪念屈原。端午节
期间，溆浦人会开展划龙舟、包粽子
等丰富多彩的纪念活动。

唢呐齐鸣， 锣鼓喧天。 比赛开
始，48艘大龙舟江中竞渡，2800多勇
士一齐挥桨，场面壮观。碧水上，汉
子们挥动船桨，动作整齐划一，龙舟
急速飞奔， 岸边人群不断为参赛龙

舟加油鼓劲。端午祭龙、船头倒立、
花式表演等陆续上演， 引来阵阵欢
呼声。

溆浦屈原学会副会长舒新宇介
绍，溆浦龙舟有3大奇特之处，均为全
国独创。一是龙舟最长达40米，最多
可载70余人；二是龙舟上专门有放铁
炮的、吹唢呐的、船头倒立的、男扮女
装搞怪助威的，更具表演性、娱乐性
和观赏性；三是龙舟自古以来就没有

装龙头和龙尾，而以舞龙头者为“活
龙头”， 龙尾为翘起一丈多高的燕尾
形，酷似龙尾，更加威武。

“打造溆浦‘水边听故事，屈原
唱离骚’文旅品牌。”溆浦县委常委、
宣传部长杨必军说， 通过“文化搭
台，旅游唱戏”，传承和弘扬传统龙
舟文化， 让溆浦成为龙舟文化博物
馆、龙舟竞技体验区、龙舟产品商贸
街、龙舟影视摄制点。

五月十五大端午 沅水浪急桨飞舞
溆浦举办龙舟文化节，吸引近4万人观看

� � � � 6月27日，沅水溆浦县大江口镇水域，该县举行“大江口·大端午”龙舟文化节，48条“彩龙”、2800余名勇士江中竞渡。 雷文录 吴晓鹏 摄影报道

中共中央追授郑德荣等7名同志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据新华社北京6月28日电 今年

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
之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
下， 全党同志正满怀豪情、 意气风
发， 奋力书写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的新篇章。 为大力表彰宣
传信念坚定、对党忠诚、担当作为、
干事创业的新时代典型，激励和引
导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上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见
贤思齐、锐意进取，努力创造无愧
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
的业绩， 党中央决定， 追授郑德
荣、钟扬、李泉新、许帅、姜仕坤、
张进、张超等7名同志“全国优秀共
产党员”称号。

郑德荣等7名同志是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模范践行者， 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
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的
光辉典范， 是新时代党员干部信念
坚定、许党报国、为民造福的杰出楷
模。党中央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向
他们学习。要像他们那样坚定“四个
自信”， 始终坚持“革命理想高于
天”，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
仰者和忠实实践者。 要像他们那样

对党绝对忠诚，始终爱党、信党、护
党、为党，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
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要像他们
那样勇于担当作为， 始终坚持实践
实干实效，锐意进取、攻坚克难，平
常时刻看得出来、 关键时刻冲得上
去。要像他们那样践行根本宗旨，始
终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 紧紧依
靠人民， 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工作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全心全意为群
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

各级党组织要把学习郑德荣等
7名同志先进事迹与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结合起来，作
为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
化制度化、开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采取
多种形式广泛组织学习宣传。今
年“七一”期间，基层党组织要围
绕学习先进典型、 发挥先锋模范
作用， 组织开展一次主题党日活
动。要引导党员、干部以先进典型
为榜样，学先进、赶先进、当先进，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奋发有为，
扎实工作，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胜利、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