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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7月11日讯（记者 姜鸿丽 实习
记者 苟立锋）7月9日，在常德市武陵区芦荻山
乡天井花池现代农业产业园，千亩荷花竞相开
放，各类配套设施在抓紧建设。这是武陵区实
施的重点产业项目之一。今年上半年，该区已
开工建设投资过亿元的产业项目12个。

今年，武陵区以“打造产业强区，建设美好
武陵”为主线，全力抓项目、兴产业、促开放。全
年计划推进重大产业项目29个，总投资475.3亿
元，这些项目涵盖现代农业、智能制造和现代服

务业等多个领域。 已开工的12个投资过亿元的
产业项目中，有移动互联网产业园、万达商务中
心、老西门城市文化旅游商业街、城壕湾美食街
等，为当地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能量。

同时， 武陵区工业园区加快提质升级，上
半年新培育智慧产业总产值达23亿元。该区还
全面启动企业上市加速行动，亚米酒店已进入
新三板挂牌辅导期，力源医学与上海善容集团
就美国主板上市签订了合作协议，上市（挂牌）
后备企业达13家。

湖南日报7月11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
员 何登武 肖侃）7月10日， 地处新田县工业
园内的湖南瑞达内装材料有限公司产销两旺。
该公司建有两个万级无尘车间、一个千级无尘
车间，以及产品研发中心，主要为高铁、汽车生
产企业提供工业胶带和吸音、导热材料。据悉，
目前国内生产这类材料的企业不超过5家。

“新田的发展基础不如人家，必须观念上
比人家新、机制比人家活、效能比人家高、服
务比人家优。” 新田县委主要负责人对记者
说，近年来，该县上下大力解放思想，积极引
进和培育新材料产业，仅今年以来，该县以
情招商、贴心服务，接待客商前来考察50余
批次，在谈项目30余个，已成功引进8个，其

中新签约新材料生产企业3家， 总投资额6.2
亿元， 预计可增加产值约15亿元， 提供近
2000个就业岗位。同时，新田县建立集中预
审批会签制，在项目签约仪式上召集相关部
门联合盖章，对相关服务事项和审批事项限
时办理，加快项目落地。该县引进的和祥润
新材料有限公司在良好服务的推动下，发展
迅速，产品全部销往一汽大众、比亚迪等大
型车企，今年，该公司又新增生产线8条，预计
全年可增加产值1亿元。

目前，新田县已形成主要为高铁、汽车提
供相关装饰材料的新材料产业集群，今年上半
年，新材料产业实现产值10亿余元，占全县规
模工业总产值比重的11%。

新田发力新材料产业群

武陵区力抓项目兴产业
上半年12个投资过亿元产业项目开工建设

湖南日报7月11日讯（记者 余蓉 通讯员
刘晓林 柳红蛟）7月9日，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
院与花垣县十八洞村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
将在党建合作、创新创业教育、苗族文化推介、
技能培训帮扶、农产品开发及电商平台建设等
方面展开战略合作。

根据协议，十八洞村党支部和学院党委结
成党建1+1的对子，学院将十八洞村列为最重
要的党建学习与培训基地，通过双方党建的合
作，促进培训扶贫、创客教育、教师培训等事业
的发展。合作期间，湖南机电将组织党员定期
到该地开始党员教育与培训活动；开展扶贫培
训合作，湖南机电职院优先录取十八洞村报考
学员，同时给予免学费、资助生活、提供勤工俭

学岗位等扶持；为十八洞村免费提供短期技能
培训，并采取送培上门；在十八洞村建设创客
空间，为当地的红色培训或旅游做好配套服务
工作。随后，湖南机电职院还向十八洞村排谷
美小学捐赠了5台笔记本电脑。

从2010年开始，湖南机电职院已连续8年
对花垣县6所中小学从师资培训、物资募集、
书籍捐赠、捐献资金等方面进行帮扶，并深
度开展“精准扶贫行动框架下十八洞村大学
生实践育人共同体项目”， 其中在排谷美小
学帮扶建设了“机电心晴”阅览室，为每个班
级建设了一个“阅览角”，为丰富贫困地区乡
村小学文化生活，提高学生综合素质起到了
良好的效果。

校地合作助力十八洞村发展

徐德荣 唐曦 成俊峰 颜洞宾

7月初，记者一行走进常宁市塔山瑶族
乡， 入目即绿， 好一片深浅交叠的绿色海
洋。阳光透过树林，点点斑驳好似穿梭林间
的精灵，与不时飞过的鸟雀相映成趣，一派
生机盎然。

塔山瑶族乡是衡阳市唯一的少数民族
乡，也是典型的“少、弱、边、散、穷”高寒山
区。群众贫困率高、贫困程度深，9个村曾都
是贫困村。

2013年7月， 彭小冬调任塔山瑶族乡任
党委书记。几年来，彭小冬为瑶乡发展倾注
心血和汗水，不仅帮解“眼前困”，还为乡亲们
谋取“子孙福”。截至去年底，该乡8个贫困村
脱贫摘帽，贫困发生率降至1.65%，彭小冬被
当地村民亲切地称为“心系瑶寨好书记”。

强基础谋产业，瑶乡旧貌换新颜

“虽然对瑶乡闭塞早有耳闻，却没有想
到竟如‘世外桃源’一样，乡亲们与外界的
联系， 就是走十多公里山路去隔壁的洋泉
镇赶圩。”彭小冬回忆起初到塔山瑶族乡的
情景，依然记忆深刻。

从那时起，彭小冬暗下决心，要在3至5
年内让瑶乡旧貌换新颜。任职的第一周，他
就走遍全乡寻求脱贫“处方”。当时，毛坳、
茶群等村未通公路， 他硬是步行几个小时
山路，一个个村去摸底。

一番调查后， 彭小冬发现， 塔山多山
地，是种植茶叶的绝佳场地。传统种植的塔
山山岚茶，因常年受云雾滋润，茶色味品相
俱佳，还一度被奉为贡茶。只因交通不便，

茶叶运输成本过高而被乡亲们“抛弃”。
何不因地制宜，把茶叶产业做起来？于

是，彭小冬一边跑资金给乡里“强基础”，一
边招商引资谋划产业。“单为了修路， 小冬
书记一年去市里各部门跑了几十次。”塔山
瑶族乡组织委员徐正东回忆。

几年下来，瑶乡已经大变样：建设9个
易地搬迁安置点，107户357人入住了新房；
实现了村村通公路和95%以上的组级公路
硬化， 还获批234国道、347省道从塔山过
境； 完成9个村所有贫困户安全饮水工程；
通过农电网改造，实现“同网同价”，解决了
群众生产生活用电……

不仅如此， 茶叶也成为当地贫困户的
“致富叶”。5年来， 塔山瑶族乡共引进7家
省、市级龙头企业，组织成立了20家茶叶专
业合作社，新建高标准有机茶园4.5万亩，改
造老茶园8000亩，全乡516户贫困户通过劳
务、 入股分红等形式加入到这些公司、企
业、合作社中。

“贫困户采一公斤鲜叶就有五六十块
钱，还有入股分红。”彭小冬介绍，去年，全乡
茶叶产业总产值达1.5亿元， 带动就业1200
余人，实现贫困户人均增收2500余元。

扶贫不仅扶眼前，还要谋长远

“扶贫要扶志和扶智相结合，教育是脱
贫的第一帮手。” 彭小冬说， 刚到这里时，
看到村民骑摩托车赶十多公里山路送孩子
去山外读书，心里很不是滋味。当地师资力
量薄弱，不少孩子八九岁还未发蒙，靠读书
走出大山的人数更是少之又少。

那时，乡政府已负债数百万元，但在他

的坚持下， 该乡恢复了荒废多年的教师节
表彰，设立了优秀教师、扎根山区特别奉献
奖等奖项。

之后的几年里， 乡教育专项经费逐年
增加。在政府的重视与鼓励下，瑶乡的教育
一点点地发生变化，老师的热情高了，教育
的氛围浓了。

“5年前总是全市倒数一二名，今年合
格率、 优生率、 人平分都已经是全市前10
名， 还有2名外乡镇老师主动申请调来这
里。”塔山中学校长阳太红自豪地说。

在彭小冬看来，除了教育，另一件给子
孙后代“谋福利”的大事，就是做好瑶乡生
态保护。“决不能走以前砍树卖钱、 破坏生
态的老路。”彭小冬认为，要坚持走“绿色”
脱贫致富之路。

一方面，彭小冬与乡党委政府积极争取
生态补偿等资金，用奖补取代砍树“收益”，鼓
励植绿、护绿。另一方面，出台《关于保护生态
环境建设美丽瑶乡的决议》， 谋划出一张集
茶叶、旅游等为一体的“生态+”产业网。

如今，“生态”已成为当地一根红线，谁
触碰都要受罚。2015年6月， 敖头村村民彭
某在自家的茶园里喷洒农药， 被发现后不
仅罚款、写检讨，近1亩的受污染土地也被
村里竖起“此处不栽茶”的警示牌。

“生态”因此成为塔山瑶族乡的一块最
亮“招牌”。彭小冬介绍，依托天堂山观光、东
江峡谷溯溪、塔山杜鹃花海、盐茶古道和西
江天堂瑶寨、 阳山福塔瑶寨等一批生态景
点，塔山瑶族乡贫困户还搭上了旅游“快车”，
先后创办8家旅游商店、35家农家土菜馆、5
个土特产销售点。目前，瑶乡年接待游客达
60万人次，促进300多名贫困人员就业。

彭小冬：

既解“当前困” 又谋“子孙福”

湖南日报7月11日讯（记者 李国斌 龚
柏威 通讯员 孟靖涵 蔡亚）世界杯足球赛
即将迎来高潮，记者今天获悉，益阳警方侦
破一起特大网络赌球案， 抓获违法犯罪嫌
疑人9名，查获赌资、账本、手机、电脑和银

行卡等涉案物品，涉案资金高达千万余元。
世界杯期间， 益阳市公安局经过前期

缜密侦查，获取了孙某璐、王某宇等人涉嫌
网络赌博的重大线索。7月7日下午，迅速开
展统一收网行动， 现场抓获违法犯罪嫌疑

人9名，同时查获大量涉案物品。
经调查，孙某璐、王某宇等人在世界

杯期间， 利用境外赌博软件在手机上进
行操盘，建立微信群拉人投注进行赌球，
并以“抽水”方式从参赌的大额资金流水
中牟利。经初查，该案涉案资金高达千万
余元，涉嫌参赌人员多达150余名。目前，
主要犯罪嫌疑人孙某璐、王某宇、谢某涉
嫌开设赌场罪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张
某军被依法行政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
办理中。

手机吱吱响 金钱滚滚来
益阳警方破获世界杯期间特大网络赌球案， 涉案

千万余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