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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 � � � 湖南日报7月6日讯（记者 王晗
通讯员 刘武）炎炎夏日骄阳似火，项
目建设如火如荼。 近日，在2018年长
沙市重大产业项目集中签约仪式上，
宝能智慧城市供应链中心项目、奔朗
新材料项目、中航起落架生产配套基
地项目、 西格码电气产业园项目等6
大项目集中签约， 落户湖南湘江新
区，总投资达52.9亿元。据了解，此次
集中签约的项目中,世界500强、上市
公司、行业龙头企业占有5家，有一个

项目投资在30亿元以上。
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 加快新旧

动能转换是破解经济发展难题的必然
选择。 近年来，湘江新区始终以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聚焦产业链，突出
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增强落地实
效， 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项
目支撑和保障， 确保新旧动能转换步
伐更稳、动力更足、质量更优。 作为中
部地区重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和
先进制造业基地，目前，湘江新区装备

制造、电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及节
能环保、医药、食品加工等优势产业集
群初具规模，示范引领、辐射带动作用
持续增强。 其中，新能源储能材料方面
已构建全产业链条， 锂电池正负极材
料、电解液、检验检测等企业占全国比
重50%以上；人工智能及机器人产业链
中，部分技术研发和产品居全国前列，
以我省首个智能系统测试区为依托，
将打造集研发创新、系统测试、智能制
造、应用服务于一体的“湘江智谷”；基

因工程和生命技术产业、 信息终端产
业、增材制造（3D打印）产业和移动互
联网、现代金融、文化旅游等现代服务
业，也呈蓬勃发展之势。

今年来， 湘江新区按照项目为
王、产业为重的总体要求，推动项目
招大引强的重大突破和培优引特的
持续发力。 上半年，共签约投资5000
万元以上产业项目90个，总投资681
亿多元，总部和第二总部企业签约项
目91个，招商引资成效明显。

� � � �湖南日报7月6日讯（记者 蒋剑平
通讯员 阳望春 黄开榜）近日，湖南南
山国家公园管理局、 城步苗族自治县
与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签订了加强湘
桂边界生态环境保护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这是城步推行“五联”机制，打造和
谐秀美边界取得的又一成果。

城步与广西龙胜、资源等县山水相
连。 近年来，城步与龙胜、资源等边界县
建立“五联”机制，即产业联发、交通联
建、旅游联推、生态联护、民族联欢，共

同打造和谐秀美边界，加快经济社会发
展，推进湖南南山国家公园建设进程。

在产业上，城步与龙胜、资源相
邻乡镇打破地域界限， 共同解决资
金、技术、土地流转、市场销售等难
题，联合发展奶业、苗香梨、红茄、辣
椒、百香果等特色产业。 去年，城步汀
坪乡从龙胜“辣椒之乡”江底乡引进
辣椒新品种，在高桥、杨梅等8个村试
种1200多亩。 江底乡负责技术与销
售，为汀坪乡群众增收近1000万元。

同时，城步与龙胜、三江、通道、
新宁等县签订旅游合作协议， 推出
“桂林-崀山-南山-龙胜” 等旅游精
品线路，相互输送游客。近年来，每年
从桂林前来城步南山、新宁崀山的游
客在300万人次以上。

此外，通过建立生态保护共建共
享、森林防火联动、环境污染与生态
破坏违法案件联合查处等机制，城
步、龙胜、资源共同呵护边界的青山
绿水。还通过经常性共同举办湘桂原

生态风情节等活动，搭建边界民族团
结进步舞台， 边界各族人民相处和
睦，矛盾纠纷逐年下降。

受益于“五联”机制，城步实现生
态保护与绿色发展共赢。 目前，全县
森林覆盖率达83.3%，成为全国10个
国家公园试点地区之一，跻身全国民
族团结进步模范县、 全国生态示范
县。 去年，全县接待游客150万人次，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0亿元， 比上年
均增长50%以上。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滕珊珊

“签了签了， 560万元！ 我们
村的黄桃真成摇钱树了！” 6月29
日下午， 刚从签约台上下来的朱
永刚激动地在微信群里发布消息。

朱永刚是麻阳致远生态农业
开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6月29
日， 在省特色优质农产品首场产
销对接会上， 他代表合作社与湖
南抢鲜购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黄
桃采购合同。

这一天， 也是朱永刚、 朱永
秋和朱永聪三兄弟两次返乡“组
团” 创业特别开心的一天。

这三兄弟， 不是亲兄弟， 而
是在麻阳苗族自治县和平溪乡大
坡村一起长大的同族兄弟。 他们
先后到广东、 福建等地打工， 由
于脑子活， 人勤奋， 经多年打拼，
分别被打工企业聘为管理厂长。
2004年， 他们萌生了自己创业的
想法， 相继辞职， 在福建办了一
个雨具厂。 由于效益还不错， 他
们有了第一次回乡创业的想法。

2007年， 三兄弟回到麻阳，
注册成立了麻阳昌泰雨具有限公
司， 在城郊建起了3000多平方米
的车间， 主要接港澳台地区的订
单。

“我们接了香港3个大订单，
结算都用美元。 谁知2008年金融
危机来了， 但接了单再亏也要
做。” 朱永秋说， 签订合同时1美
元兑人民币8.3元， 而交货时跌到
了7元以下， 把单子生产完， 最后
亏了200多万元。 无奈， 工厂转
了出去， 他们又回到福建打拼。

“当时我在福建开雨伞厂，
年收入20万元。 但村里需要我，
我就回来了。” 2015年， 朱永刚再
次辞职回村， 被选为村党支部书
记。

“村里贫困人口多， 我心里
着急。” 朱永刚组织成立了麻阳致
远生态农业开发专业合作社， 带

领一批贫困户发展黄桃产业。
“请兄弟回村创业， 带领乡

亲们脱贫致富。” 朱永刚向朱永
秋、 朱永聪发出邀请。

“接到永刚的邀请， 好多天
彻夜难眠， 终于拿定主意回家。”
朱永秋说， 他和朱永聪承包办厂，
年收入都在20万元以上。 在朱永
刚邀请下， 他们先后回乡入股发
展黄桃产业。

2015年， 合作社股东25人，
其中18人为贫困村民， 种植黄桃
240亩。

走进合作社简易的办公室里，
墙上挂着生产制度和分工牌： 朱
永聪负责销售， 朱永秋负责园区
管理， 朱永刚负责对外联络等。
正中间还有个显眼的白边相框，
这是去年12月原农业部颁发的绿
色食品认证证书。

“去年光园区除草施肥， 人
工费就花了15万多元。 有的村民
暗地里笑我们呆板， 要是用化肥
农药， 成本会减少一大半！” 朱永
秋笑着说。

山村里乡亲只知道用化肥农
药省事， 没看到山外绿色有机农
产品的市场趋势， 所以对这几位
“亏钱老板” 的做法不理解。

为提高黄桃品质、 减少成本，
合作社建了一个生态黑猪养殖场，
并举办了首届大坡桃花乡村旅游
节， 走种养加旅游融合发展之路。

“去年光下半年就拿到8480
元工钱。” 贫困户朱有岩手有残
疾， 仍被安排在黑猪养殖场干活。

“合作社最大的愿望就是村
里人共同致富。” 朱永刚介绍， 他
们将纯利润15%用于付村民土地
租金， 5%给村集体， 剩余的80%
由股东分红。

“先期种植的黄桃今年初次
挂果， 预计可产2.5万公斤以上。”
朱永刚说， 过去不相信他们的村
民如今主动将土地流转给合作
社。 目前， 全村已种植黄桃800
多亩。

� � � �湖南日报7月6日讯 （记者 周俊
通讯员 刘兆梅） 近日， 娄底市启动
2018年大病医疗保险办理工作，对特
困、低保及建档立卡贫困群众报销起
付线减半，报销比例比上年提高10个
百分点。

为切实减轻城乡大病患者医疗
负担，娄底市出台了城乡居民大病保
险实施方案。 大病保险实行市级统
筹，资金从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基金中

按6.5%的比例划出，个人只需参加基
本医保即可享受，不需另外缴费。

今年， 娄底将大病报销起付线维
持在13800元，年度累计报销封顶线为
30万元， 比上年提高10万元； 在对特
困、低保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大病保

险报销起付线减半为6900元， 并将报
销比例比上年提高10个百分点。

同时，娄底医保部门着力简化资
料手续，在就诊医院或医保经办大厅
实施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一站
式”结算、一体化经办。 贫困群众将实

现“基本医保+大病保险+扶贫特惠保
+医疗救助+医院减免+财政兜底”的
“一站式”结算服务，患者住院只需缴
纳个人自费部分，免去了跑腿、垫资
等。

去年以来，娄底大病医疗保险共
报销15327人次， 报销金额10818万
元，群众医疗费用实际报销比例在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基础上提高
了11个百分点。

三位“朱厂长”，回乡种黄桃

产业已成“林” 引得“凤”来栖
上半年引进5000万元以上产业项目90个， 总投资681亿多元

共同解难题 携手促发展
“五联”打造湘桂和谐秀美边界

娄底大病保险实施“一站式”结算
贫困户起付线减半，报销比例提高10个百分点

城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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