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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湖南日报7月29日讯 （记者 王晗）
湖南湘江新区上半年发展“成绩单”近日
出炉：今年1至6月，新区实现地区生产总
值960.07亿元，同比增长8.5%，高于省及
长沙市平均增速。

今年来， 湖南湘江新区以高质量发
展为主线，坚持项目为王、产业为重、人
才为本，大力开展“产业项目建设年”活
动，经济运行平稳，呈现“稳中向好、量中
有质、结构优化、后劲增强”的特点。

招大引强来势喜人。上半年，新区签
约投资5000万元以上产业项目90个，总

投资681亿元，其中投资50亿元以上项目5
个。公开发布首席项目9批次共计67个，签
约总部及第二总部项目91个，对接储备京
东、百度等重点在谈项目40余个。

项目支撑作用增强。1至6月，新区累
计完成投资744.43亿元， 占年度计划
56.8%。省“5个100”项目推进有序，中兴
通讯长沙基地扩产项目、 北斗微芯产业
基地加快建设， 楚天科技智能医疗装备
一期提前投产， 中伟新能源一期四氧化
三钴车间和污水处理厂试运行， 中信戴
卡一期全面竣工投产， 伟创力实现半年

内签约、建成、投产，邦普动力电池循环
利用项目7月初投产， 中南大学科技园
（研发）总部精彩开园。

前瞻产业加快布局。今年来，新区加
快构建“5+3”产业发展格局，推进西电
长沙研究院、地平线人工智能研究院、高
速铁路建造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 中车
时代新能源汽车研究院等研究机构落
户，建成运营智能系统测试区，引进碧桂
园探索4.0版科技园区建设模式，加快打
造“湘江智谷”；以华大基因、人和未来为
主体，加快生命基因产业发展。

长沙市委常委、湖南湘江新区管委
会主任张迎春表示，下一步新区将围绕
产业项目建设和新旧动能转换、基础设
施建设与难题破解、政府性债务风险防
控和融资难题破解、 治理能力建设4大
方面，着力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防风
险，奋力完成各项目标任务。

湖南日报7月29日讯 （记者 肖军
通讯员 周晓鹏 覃安）7月27日， 在溆浦
县红花园工业园湖南恒森农业公司，工
人们在忙着加工菌类食品。这家公司有2
名股东是退役军人，有16名贫困群众在
公司就业，还有35名贫困群众通过公司
农业基地季节性用工获得收益。据了解，
在红花园工业园， 由退役军人创办并吸
纳贫困群众就业的企业，还有东立农特、
益能环保、捷飞电子等。

溆浦县是革命老区， 也是兵员大县，
退役军人较多。在脱贫攻坚中，该县充分
发挥退役军人的特长和优势，通过深入开
展“双带双促”活动，引导、鼓励他们积极
投身脱贫攻坚主战场。溆浦县委每年召开
一次议军会议，为退役军人创业、就业解
决实际问题。 要求每个县委常委联系1家
退役军人领办的企业或实体，每个县级领
导联系1个有创业项目的退役军人。

溆浦县退役军人保持奉献、担当、忠

诚、勤劳的优秀品格，在脱贫攻坚主战场
上建功立业。 退役军人陈黎明回到溆浦
老家后， 成立湖南雪峰山生态文化旅游
公司，先后开发穿岩山森林公园、阳雀坡
抗战古村、山背花瑶梯田等旅游景区，带
动8个村200余户贫困群众参与发展生
态旅游产业，500多名贫困人口实现稳
定脱贫。陈黎明也荣获“湖南省最美扶贫
人物”称号。

溆浦县还制定退役军人创新创业激

励政策， 对初始创业者给予贷款贴息、
税收优惠等扶持，对创业成功者给予表
彰和奖励， 激发退役军人参与创业、助
推脱贫的热情。 据县民政部门统计，目
前， 全县共有200多名退役军人成功创
业，带动大批贫困户脱贫。观音阁镇川
水村退役军人李启书在村里建了一个
火龙果种植基地， 县里按照政策给予5
万元扶助，有10多名贫困群众在基地务
工获得稳定收入。

湖南日报记者 雷鸿涛 通讯员 刘辉霞 黄泽

“这几天我们累坏了，晚上还得加班打包黄桃。”7月17日，
洪江市黔城镇桃源村村民詹清平等人正在对黄桃进行装箱。
詹清平说，虽然有点累，但心里乐呵呵的。

7月14日，洪江市第二届黔阳黄桃节举行，桃源村为黄桃
节分会场。“黔阳黄桃，皮薄多汁，肉质脆嫩，甘甜爽口。”来自
长沙的游客王小敏在桃源村买了10件黄桃，寄给亲友。

“这些天，村里可热闹了，有体验采摘的，有购买黄桃的，
有谈黄桃业务的。”桃源村党支部书记肖化忠说，该村有280
余户村民种植黄桃，种植总面积1300余亩，年产黄桃约200万
公斤。去年，该村实现整村脱贫。

桃源村曾是省级贫困村。过去，村民守着青山绿水过着穷
日子，村集体经济为“零”。种的黄桃卖不起价，乡亲们发展产
业的积极性不高。

桃源村地处丘陵地带， 当地独特的红砂石土壤与良好的
生态环境，适合果树生长，果品品质较好。2014年，驻村扶贫
工作队与村支两委商量，认为还得围绕黄桃产业做文章。

2014年，村里成立桃之源合作社，管理黄桃120亩。这是
村集体的合作社，村委会主任任合作社理事长。同时，由老党
员詹先松牵头，联合种植大户、贫困户，成立了锦绣三农专业
合作社。

村里贫困户詹容以前种黄桃畏手畏脚， 学到种植技术后
“胆子”大了，扩大种植规模，并坚持绿色种植不打农药。如今，
詹容靠种黄桃脱了贫，还成了“科技示范户”，不少种植户找他
“取经”。

目前，桃源村成立专业合作社5个，发展黄桃种植大户10
余户，所产黄桃主要销往北京、上海、广州及长沙等城市，预计
今年收入可达近200万元。

从2016年开始，桃源村每年还举办“桃花节”及“黄桃采
摘节”，以桃为媒、节会搭台，吸引各地游客前来观光旅游。

去年，桃源村集体经济收入达8.5万元。

湖南日报7月29日讯（记者 徐亚平
徐典波 通讯员 王吉平 王琼）又是一年
荷花开，含苞欲放待君来。今天，2018中
国·岳阳（君山）野生荷花旅游节在美丽
清新的君山野生荷花世界精彩开幕。现
场发布了3条区域内精品旅游线路，将热
游君山推向高潮。

本次节会以“团湖天下荷，君山莲世
界”为主题，共有“荷乡欢歌”开幕式演
出、“荷与和、莲与廉”巴陵名师讲堂、君
山全域旅游宣传口号、 形象LOGO全国
公开征集、以“梦想走四方，美丽传世界”
为主题的荷花仙子评选与颁奖、 团湖田
园康养综合体项目签约仪式、 君山旅游
宣传推荐会、 湖南省摄影大赛等七大主
题活动。 开幕式上还举行了湖南省摄影
大赛启动仪式， 宣读环洞庭湖旅游区域
合作倡议，发布了“骑行江湖体验之旅”
“洞庭文化之旅”“乡村休闲之旅”3条区
域内精品旅游线路。

近年来，君山区以生态发展为主线，
每年投入资金近2亿元，构建全域旅游大
格局。精心设置了以葡萄采摘、蔬菜种植
体验为辅的夏日赏荷采摘体验篇， 以东
洞庭湿地观鸟、 天井山休闲为辅的湿地
风情篇， 以君山爱情岛、 万亩芦苇荡漫
步、 万亩团湖赏荷为主的观光爱情篇等
全域旅游线路，形成集吃、住、行、游、购、
娱为一体的全域旅游服务体系， 现有规
模型休闲农庄28家，其中5A级休闲农庄
3家，年接待游客达460万人以上，年实
现旅游综合收入28亿元以上。

节会上， 君山野生荷花世界管委会
还与厦门玺安实业有限公司签订了投资

30亿元的田园康养综
合体项目，拟通过优化

景区资源，拓展旅游产品，延伸
旅游产业链， 提升君山野生荷
花世界景区的对外影响力、知

名度及品牌价值。

经济发展量中有质强后劲
项目支撑作用增强 前瞻产业加快布局

退役军人脱贫攻坚立新功
200多名退役军人成功创业，带动大批贫困户脱贫

黄桃甜了桃源村

通讯员 滕珊珊 湖南日报记者 黄巍

辛勤耕耘结硕果，黄桃飘香采摘忙。
7月28日一大早，麻阳苗族自治县谭家寨乡楠木桥村村民

谭华东开着农用车，载着4名村民上山采桃。
“快！一二三，上！”1人托3人抬，8大筐黄桃被搬上农用车。

“当天采摘当天发，今天摘了500多公斤桃子，将发往长沙。”
谭华东说，7月15日以来， 在省政府办公厅驻楠木桥村扶贫工
作队帮助下，村里已往长沙销售了5000多公斤黄桃，每公斤
卖到了24元。

“黄桃果期短，眼看桃子快成熟，但没销路，那时心里着急
啊!” 麻阳杨大姐生态种养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杨生说，2015年
由合作社和村集体合作建成了这个黄桃基地， 总面积近200
亩，去年初次挂果，今年可产桃近1.5万公斤。

“村民们有困难，我们就得上。”省政府办公厅驻楠木桥村
扶贫工作队队长胡勇说，从6月开始，工作队就为村里黄桃“谋
出路”。

“有了这个‘身份证’，我们的黄桃才卖得好。”杨生拿着扶
贫工作队委托省食品检测分析中心做的无公害农产品检验报
告，高兴地说。

实际上， 扶贫工作队早就为村里的黄桃操起了心。 今年
来， 每月都请来省农科院专家指导村民种植黄桃，4月还为基
地运来4吨农家肥。

“村里黄桃熟了的消息传来，干部职工立即行动起来，抢
着认购，你5公斤、我10公斤……”省政府办公厅机关车队的
陈勇军介绍，仅省政府办公厅系统就认购黄桃560件（每件5
公斤）。干部职工还为黄桃做“广告”，介绍亲友购买。

为保证把最新鲜的黄桃发往省城，村民们每天6时就进了
桃园，摘桃、挑选、装箱，上午9时从麻阳运往长沙。当天下午桃
子到达长沙后，由扶贫工作队联系配送。

“争项目、争资金，扶贫工作队围绕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
设、村容村貌美化等，为村里办了一件件实事、好事。”楠木桥
村党总支副书记谭泽长说，村民们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一定
会好好发展生产，建设富裕美丽新家园。

省城“亲戚”卖桃忙

乡村振兴纪实

湖南日报7月29日讯 （见习记者
陈新 ） 为加快长沙与湘潭城市融合，
方便两地居民出行，今天上午，长潭
公交一号线正式开通， 运营时间为6

时30分至20时。
长潭公交一号线全程22.6公里，

票价2元，从长沙坪塘花溪欣苑发车，
经花溪路、潭州大道、金鹏东路、银盖

路、白石东路、桃李路、吉利西路、江
南大道、白石西路、保税路，至湘潭综
保区公交首末站。

该线路规划从地铁3号线山塘站
出发，由于山塘站正在建设中，暂将
首末站定在坪塘，待建成后再移至山
塘站。目前，该线路与长沙市938路公
交线连接，双向对开，长沙、湘潭分别
配备纯电动公交车15台。

长潭公交一号线开通
全程22.6公里，票价2元

野生荷花
旅游节开幕
发布3条区域内精品

旅游线路，年实现旅游综
合收入超2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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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7月28日，2018中国·岳阳（君山）野
生荷花旅游节文艺演出精彩纷呈。
湖南日报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邓亚杰 摄

� � � � �荨荨（上接1版）
下车时，李梦娣带的大包小包散

了一地。这时，一位年轻英俊的军官热
情为她解难。上另一趟车时，又是这位
军官帮她把行李搬上行李架。 就在火
车启动的那一刻， 李梦娣心中怦然一
动。随后，双方互加了微信，从微信里
她才知道这位军人叫王世朗， 在驻甘
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武警某部服役，
是位上尉连队政治指导员。

微信为媒， 千里传情。2014年8
月1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这对
有情人终成眷属。当亲人、战友纷纷
送上祝福时， 李梦娣感慨地说：“虽
然没圆从军梦，但我嫁给了军人，也
是一辈子的幸福。”

“只要你在部队多立
功、多受奖，我再苦再累也
值了”

婚后的生活充满了甜蜜。然而，
王世朗作为军人， 守在处突维稳一
线。为了不让他分心，身怀六甲的李
梦娣毅然回到了老家石门。

为了排解心中的思念， 李梦娣
重新拾起多年没碰过的针线活，为
丈夫纳起了布鞋，绣起了十字绣。千
言万语，尽在一针一线中。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一对龙凤
胎降临，让家里增添了喜庆，王世朗
更是百感交集：“梦娣，你真伟大！”

去年农历正月初一， 李梦娣带
着一双儿女给舅舅拜年， 不到两岁
的儿子误把药物当零食吃。 到了晚
上， 孩子全身僵硬， 只有眼珠子在
动。 李梦娣心急如焚， 连忙带着孩
子，开车赶往100多公里外的县城医
院。经过紧急抢救，孩子转危为安。
这件事，李梦娣没有告诉丈夫。因为
她知道，越是春节期间，处突维稳任

务越是繁重。后来，丈夫休假探亲时，
才知道这件事。

男儿有泪不轻弹。每当想起妻子付
出的点点滴滴，王世朗总感到愧疚，有时
忍不住流泪。 而李梦娣宽慰丈夫：“男子
汉流血流汗不流泪， 只要你在部队多立
功、多受奖，我再苦再累也值了。”

王世朗是个有情有义的汉子，他
的老家在河南兰考， 家里有年迈的父
亲和6个兄弟姊妹。只要一探亲，他总
是湖南跑得比河南多。 有人问他为什
么，他笑着说：“一个女婿半个儿啊！”

从军16年，王世朗当过战士、上过
军校，担任过排长、连队政治指导员、
教导队政治副教导员， 多次被评为优
秀干部、优秀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3
次荣立三等功。今年5月，他被提拔为
教导队政治教导员。 当王世朗把消息
告诉妻子时， 李梦娣开玩笑说：“你的
军功章里也有我的一半呢！”

“自立自强，干出自己的
一番事业， 就是对丈夫最好
的支持”

李梦娣是个“很有想法”的人。孩
子咿呀学语、蹒跚学步，一天天长大，
加上又有能干的母亲照料， 李梦娣就
闲不住了。

她先做微商，推销山货，后在舅舅
帮助下， 从去年起养了1000多只石门
土鸡。起初，李梦娣的举动引起过当地
人热议。“一个没做过农活的女子，养
这么多鸡， 哪吃得消”“她这是鸭子孵
小鸡，白忙活”……面对这些议论，她
付之一笑。

与白临桥村相邻的天门垭村，有
20多个养鸡大户， 李梦娣就拜他们为
师，并与那里的养鸡户建立了微信群。
她说：“自立自强， 干出自己的一番事
业，就是对丈夫最好的支持。”

为了确保鸡的品质， 李梦娣自己
设计、 请人搭建了通风透气的“吊脚
楼”式鸡舍，引来了清澈的山泉水，给
鸡喂自己种的苞谷、红薯和牧草。她还
采取散养方式，每天一大早，把鸡赶到
丛林深处，让鸡自由自在地觅食。

一分辛劳，一分收获。去年，李梦
娣养鸡纯赚3万多元。 今年扩大规模
后，预计纯收入可达7万元。

李梦娣养鸡赚了钱， 其间的酸甜
苦辣只有她自己清楚。去年6月中旬的
一天， 一场暴风雨将鸡舍的彩条布掀
得七零八落，鸡也成了落汤鸡。站在风
雨中，她感到特别无助，泪水和雨水交
织在一起。好在第二天天晴了，她一大
早就把鸡赶到山坡晒太阳， 避免了一
场重大损失。

白临桥村妇委会主任李育霞说：“李
梦娣真不易，为了打理这群鸡，她起得比
鸡早、睡得比狗晚，村里没有一个人不服
呀!”村里很多人前来讨教，学习李梦娣
的养鸡方法。 贫困村民李元孟今年在李
梦娣帮助下养了300多只蛋鸡，5月份产
蛋以来，收入已有5000多元。

李梦娣创业的故事传开后， 当地
回乡创业的年轻人越来越多。 三圣乡
党委书记唐辉告诉记者， 现在全乡从
事微商、养蜂、养猪、野生葛粉加工和
兴办农家乐的创业者有120多人。白临
桥村党支部书记游业滔说：“今年‘七
一’，李梦娣成为了预备党员。在她感
召下，全村人有了精气神，从事种养与
农产品加工的人越来越多。 从目前发
展情况来看， 今年村里人均纯收入可
突破7000元， 整村脱贫是坛子里捉乌
龟，十拿九稳。”

李梦娣这位能干的军嫂， 最近又在
参与拍摄《锦绣石门·大美三圣》宣传片。
届时， 人们不仅可以领略秀美的山村风
光，还能一睹“最美军嫂”的风采。

� � � � 7月21日，李梦娣给土鸡喂食。 湖南日报记者 周勇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