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19日，
“2018 年 两 岸
婚姻家庭‘新二
代’ 财商夏令
营”在洪江古商
城开营。图为营
员们在忠义镖
局体验押镖。

雷鸿涛 摄

走笔边界口子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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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7月19日讯（记者 雷鸿涛 黄巍
通讯员 章斌）7月19日，国台办2018年对台重
点交流项目———两岸婚姻家庭“新二代”财商
夏令营，在洪江古商城开营。

这次活动的主题为“国学商道·两岸情
深”，由海峡两岸婚姻家庭服务中心、省政府台
湾事务办公室主办，活动将持续至7月27日。参
加这次活动的30位营员， 是由主办方在全国
择优录取的，分别来自台湾和大陆各地，年龄
在12至15岁。他们将在古商城扮演角色，经历
梦想、伯乐、谋生、诚信、商道、福行等环节，完
成从“伙计”到“掌柜”的蜕变，以培养就业创业
意识，学习中华传统文化。此外，营员们还将赴
芷江、长沙等地，参加两岸交流、践行国学、财
商培训、缅怀先烈、民俗体验、展望未来等多个
活动。

据了解， 这是洪江古商城第4次举办财商
夏令营，洪江古商城已成功申报为湖南省海峡
两岸交流基地。

湖南日报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杨雄春 高双勇

7月19日，朝阳升起，枕着俊水河夜睡的
蓝山县毛俊镇，从睡梦中醒来。

百年小镇的清晨，安宁祥和。只见远山如黛，
近水含烟，一栋栋新楼矗立稻田旁，老人在广场
上悠然晨练，孩童沉醉在朗朗的诵读声中……

毛俊镇背靠南岭山脉， 脚踏湘粤边境，穿
镇而过的俊水河，见证了边贸的兴衰与新生。

2014年以来，毛俊镇按照省委、省政府关
于省际边界口子镇专项建设总体思路，发挥区
位和资源优势，聚集特色产业，埋头苦干，让这
座边贸古镇得以重新焕发生机，成为一颗闪亮
湘粤边境的明珠。

精心打造美丽宜居小镇
数百年间，毛俊镇商贾云集，店铺林立，一

直是湘南、粤北木材市场和竹木制品交易的集
散地。但因交通等基础设施老旧，集镇脏乱差
现象突出，边贸发展一度比较缓慢，乡镇面貌
比较落后。

2014年以来， 湖南省实施省际边界口子
镇发展专项建设。毛俊镇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
会，用活用足各项资金和扶助政策，整合农业
综合开发、美丽乡村建设、一事一议等上亿元
资金，重点加强道路提质、雨污分流、便民桥涵
等基础设施建设，破解边贸发展的“肠梗阻”。

经过数年努力，毛俊镇实现了“人便其行、
货畅其流”的目标：进出该镇竹木加工产业园
的泥泞小道， 被漂亮平整的柏油马路代替；俊
水河两岸“一河连六桥”，水泥路进村到组，“十
分钟经济圈”已然形成；连接县城的蓝俊公路
建设快马加鞭， 毛俊镇加速融入县域经济；生
活污水与垃圾全部集中处理，俊水河不再成为

“垃圾回收站”，多年维持在二类以上水质。

特色产业迎来“第二春”
近年来， 借助省际边界口子镇建设的东

风，毛俊镇坚持生态活镇、产业富镇、项目兴
镇、脱贫强镇，做好“一根竹”“一个香芋”等特
色产业文章，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实现了
产业兴、百姓富、乡村美。

毛俊镇将美丽的河光山色与产业的转型
升级完美交融，建设竹木加工产业园，提升产
品工艺，主打的生态环保产品，成为市场的新
宠， 吸引全国12省共72个县市区的竹木经营
客商前来寻找商机。

湘蓝竹木制品有限公司充分发挥全省林
业产业龙头企业的带头作用，研发出来的生态

免漆板材畅销广州、西安、重庆等地，公司年销
售额达8000万元。

“现在城里流行私人手工订制家具，我设
计的十多种传统风格家具在网店卖得很火。”
李端福制作的手工竹桌凳、花盆架曾获得过全
省大奖，如今在网上找到了销售新门道。在毛
俊镇，聚集着200多名竹木制品行业的能工巧
匠， 他们和李端福老人一样搭上电商快车，让
传统手工竹制品焕发了第二春。

夏日里， 毛俊镇万余亩香芋长势喜人。借
打造供港蔬菜基地的良机，毛俊镇把香芋等蔬
菜卖到了粤港澳和东南亚一带。63岁的香芋种
植大户邓德仁去年香芋销售收入30万元，今
年把面积扩大到了100亩，香芋产业也成为农
民脱贫增收新渠道。

2018年上半年， 毛俊镇完成地区生产总
值2.5亿元， 同比增长9.5%。 农民人均收入
6925.6元,同比增长10%。

小镇故事多，乡风文明也不错。小镇的风
雨廊桥，路灯柱上，悬挂着毛俊村103姓的姓
氏灯笼。在“百家姓”文化的熏陶下，毛俊镇
5000多名常住人口邻里和睦，相处融洽，涌现
出十二年如一日悉心照顾高位截瘫丈夫的“最
美妻子”黄竹英、徒手勇斗歹徒的李波等先进
典型。

如今，踏着乡村振兴的节拍，毛俊镇这个
地处湘粤边界的竹木产业新镇，一定会开出最
美丽的花朵。

产业新镇闪亮湘粤边境
———蓝山县毛俊镇见闻

2018年两岸财商夏令营开营

� � � � 湖南日报7月19日讯 （记者 蒋睿）今
天，湘潭市2018年1至6月产业项目建设情
况出炉：今年上半年，该市443个重点建设
项目累计完成投资442.49亿元， 其中233
个产业项目完成投资304.31亿元。

今年， 湘潭市坚持突出产业抓项目、
突出项目抓发展，大力推进省“五个100”
和市“五个一批”产业项目建设，重点项目
建设呈现稳中趋好的发展态势。 其中，创
新项目发展来势较好。上半年，纳入省“五

个100” 的重大产品创新项目和科技创新
项目分别完成投资7.97亿元和14.38亿元，
分别为年度投资计划的53%和53.96%。国
VI钢活塞研发与应用、隧道工程新能源电
机车技术研发与产业化2个新开工项目如
期开工，桑顿新能源先进锂离子动力电池
及系统创新项目已如期竣工。此外，该市1
至6月“五个一批”重点产品创新项目完成
投资8.67亿元，占全年计划投资的51%，实
现销售收入7.8亿元、利税4347万元。

湖南日报记者 姚学文

7月19日，长沙烈日如火，华智国家水
稻分子育种中心项目建设工地， 一派繁
忙：高耸的脚手架上，塔吊来回起降；工地
上，工人们有的扎钢筋，有的在混和水泥，
有的在搬砖块。

施工方长沙西湖建筑的项目书记何
觉民，顶着烈日在工地指挥，汗水湿透了
他的衣背。“时间不等人，企业在等着生产
科研用房，12月底前有关省市领导希望来
观摩项目，考察项目进展情况。”

据华智基建建设负责人谭俊介绍，
目前建设的是一期工程， 总用地面积近
60亩，总建筑面积5.6万平方米。“1栋、2栋
为厂房，主要是实验室，5栋是种子管理
和检测，7栋为倒班房、食堂。”项目去年
10月13日正式动工， 至今已有9个多月
时间。

“工程进展顺利！各项工作基本符合
预期。”谭俊说，目前5栋和6栋主体工程已
经完工，并完成验收，后面将进入装修阶
段。1栋和2栋也很快封顶。

“我们要求速度，更要求质量。”谭俊
介绍,“华智总经理张健要求工程建设，一
定要力求质量，不能为赶进度而赶进度。”

据介绍， 该公司所用的仪器设备，都
是世界上一流的，对实验室设计、装修的
要求也比较高，一般的设计和装修队还承

接不了，需要很专业的队伍。一期工程预
计明年6月竣工，然后进入工程扫尾阶段，
明年底前华智就可以搬迁新家。

由隆平高科等12家国内骨干种业公
司共同出资设立的华智， 虽然成立已有4
年多了，但一直租用场地办公。

华智的使命，是打造种业共享的国家
级分子育种平台。分子育种是一种比传统
育种更快捷、更高效、更精准的育种新技
术，是标志着种业是否拥有现代种业关键
核心技术的制高点。目前，这一技术在少
数几家跨国种业巨头的商业化作物育种
中应用很多年了，已经很成熟，在我国才
刚刚起步。

基地建设是打造中国商业化分子育
种平台的前提和基础。 总经理张健介绍，
整个基地建设完工后，将呈现出一个飞鹰
的形状， 也可以说是一个英语字母X的样
子。飞鹰，寓意“展翼飞翔”。X,寓意“未知
数”。 正在建设起飞的国家分子育种研发
平台,对华智水稻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而言，
不正是一只正准备展翼飞翔的雄鹰么？而
对于科研的探索，不又都是为了破解一个
个未知的领域？

记者相信， 随着基地建设的逐步完
工，华智，必将像一只雄鹰，一定会越飞越
高。作为省部共建项目，相信在各方支持
下，华智成为种业科技核动力的梦想一定
会实现！

———记者在项目

求速度，更求质量
———来自华智水稻分子育种中心项目建设基地的报道

湘潭创新项目来势好
省市重大产品创新、科技创新项目均实现任务过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