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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路上迈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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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炎陵县脱贫记

星期五
戊戌年六月廿九

湖南日报记者 戴鹏 通讯员 张和生

展之路，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确
保贫困群众稳定脱贫。

8月的炎陵，处处生机勃勃。经国家专项评估
检查，炎陵县综合贫困发生率低于2%，群众认可
度高于90%，符合贫困县退出条件。近日，省政府
正式批复同意炎陵县脱贫摘帽，退出贫困县序列。
8月8日，记者到炎陵采访，该县县委负责
人介绍，炎陵脱贫主要靠打生态牌，发展绿色
产业。炎陵摘帽后将继续坚定不移地走绿色发

抓好生态特色产业，打造“一带
八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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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8日上午， 在炎陵县春雨农产品开发有
限公司种植基地， 公司负责人刘迪文忙着对刚
采摘的黄桃进行挑选、打包，准备发往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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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达哲在张家界调研全域旅游及文化生态旅游精品
线路时强调

促进跨界融合 强化问题导向
加快推动全域旅游发展

产业融合 演绎农业嘉年华
赫山区打造一流现代农业示范区
湖南日报 8 月 9 日讯 ( 记者 邢玲
通讯员 夏 艳 辉 )位于益阳市赫山区

沧水铺镇的益阳现代农业嘉年华，7
月底正式开园， 吸引不少人前来观
赏。 这个中南地区规模最大的农业
嘉年华， 运用100余项高新农业技
术、 采用30余种全新栽培模式，展
示600余种农耕植物， 为游客带来
现代农业奇观。
益阳现代农业嘉年华是赫山区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亮点之一。去年
来，该区抓住获评全省现代农业改革
发展示范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试点区机遇，在以新河线、G536线
为主轴和碧云峰为支点的459.5平方
公里范围内，打造全国一流的国家级
现代农业改革发展示范区。

在推进示范区建设中， 赫山区
注重农业与工业、服务业融合发展，
培育了黑美人、 佳佳米业等国家级、
省级涉农龙头企业13家， 市级77家。
同时，充分发挥隆平高科、湘粮集团
等战略投资者优势，带动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做大做强，发展规模化农民专
业合作社1098家、 家庭农场726户，
打造了一批专业联社、 合作强社、集
团社。并突出农产品品牌建设，全区
现已通过“三品一标”认证的农产品
达127个，“农家良道”“粒粒晶”“湘
益”等获评为中国驰名商标。
赫山区还采用“
旅游+”
“
生态+”
等模式，推进农业与旅游、教育、文
化等产业深度融合， 打造主题乡村
旅游和精品休闲农业旅游路线，初

步形成了以现代农业产业园、 现代
农业科技园、 现代农业创业园和山
水田园综合体为载体， 以高品质生
产基地、农产品加工企业、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农业景观、特色园区为支
撑的产业观光带。目前，全区已通过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建 成 重 要 景 点
20个，如稠木垸精细农业、荷塘月
色、中塘智慧农业、汉森现代农业健
康产业园、智慧农业第一村等，撬动
全区去年实现旅游收入27.1亿元，
比上年增长25.4%。
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推动了赫
山区现代农业发展。今年上半年，全
区农林牧渔总产值同比增长4%，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预计同比增
长8.9%。

人才领跑 抢占发展新高地

湖南日报8月9日讯（记者 冒蕞 ）
8月 8 日 至 9 日 ， 省 委 副 书 记 、 省 长
许 达哲在张家界调研全域旅游及
文化生态旅游精品线路，他强调，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
湖南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坚持站
位要高、视野要宽、创意要新、项目
要精、服务要优、市场意识要强，促
进跨界融合，强化问题导向，加快推
动全域旅游发展。
副省长何报翔， 省政府秘书长
王群参加调研。
许达哲一行先后考察了王家坪
镇马头溪村、 石堰坪村， 天门山景
区，大峡谷玻璃桥景区等地，详细了
解乡村民俗文化旅游发展、 旅游基
础设施建设、旅游景区提质升级、旅
游品牌建设等方面的情况。 调研期
间，许达哲还同张家界、常德、怀化、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相关负责
同志及天门山、 雪峰山等多个景区
代表进行了座谈。

——
—永兴县“1+1+N”人才培养促发展纪实
湖南日报记者 白培生 李秉钧
通讯员 曹武男 曹海浪

位于永兴县经开区的雄风科技
公司，以前主要以提纯铋为主，近年
来通过人才引进，不断创新技术，已
能生产金、银、钯等18种稀贵金属，
其生产的碲、 锗等稀贵金属纯度国
内领先。
雄风科技的“蜕变”，得益于其
与国防科大合作培养的多个技术团
队。 而强力推进雄风科技人才战略
的，正是永兴县“1+1+N”人才培养
工程，即一个行业或领域，引进一个
人才或团队，再培养孵化更多人才，
解决企业或行业的人才紧缺问题。

人才新政，激发新活力
县域经济社会发展， 离不开人

才的支撑。 然而县一级人才结构不
优，专业人才短缺，特别是本地人才
流失快、培养慢，外面人才引进难。
如何破解这一难题？ 该县近年
来大力实施“1+1+N”人才新政，在
人才引进培养、 服务保障等方面进
行创新，重点为稀贵金属产业、冰糖
橙产业、城乡规划、乡村振兴、教育
等引进人才或团队， 并通过人才引
人才、人才培养人才，不断充盈当地
人才库。
冰糖橙是县里的特色产业，种
植面积达10多万亩。 为引进人才，
县里充分放权， 让主管部门根据产
业发展及市场需要， 不拘一格降人
才。 他们一方面引进湖南农大柑橘
专家及团队，建设一流冰糖橙苗圃、
打造标准化种植基地；另一方面，牵
线华大农业与中化化肥合作， 借助

大企业的技术力量提升全县冰糖橙
产业发展水平。
永兴教育部门利用人才“自主
权”，引进长郡教育资源，在当地建
立长郡文昌中学，创新教育模式，破
解教育人才短缺问题。
该县“1+1+N”人才培养工程的
实施，抢占了人才制高点，引各类英
才纷至沓来。

人才引领，培养再“孵化”
永 兴 县 的“1+1+N” 人 才 培 养
工程，重点在于让“1”培养 孵 化 出
“N”。 该县规委会常务副主任王塘
生就是县里引进的“1”，他是注册城
乡规划师。此前，县里没一个高级规
划师或国家注册规划师。 王塘生受
聘后，填补了这一“空白”。
荩
荩（下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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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多次对湖南工作作出了重要指示，对
湖南发展寄予厚望。”座谈中，许达哲
说， 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
湖南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导，
把发展全域旅游作为发展新型支柱
产业的重要途径、作为建设富饶美丽
幸福新湖南的重要内容、作为着力加
快民族地区发展步伐的重要任务、作
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精品工
程来抓紧抓好， 充分发挥好自身资
源禀赋优势， 加快打造以锦绣潇湘
为品牌的全域旅游基地， 让大美湖
南、锦绣潇湘映入世界的眼帘。
许达哲指出， 跨界融合是旅游
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要树立融合发
展理念，大力推进“旅游+”，丰富旅
游的内涵， 推动全域旅游与脱贫攻
坚、乡村振兴、促进文化繁荣、数字
湖南建设、 传承红色基因等有机结
合起来， 充分发挥全域旅游的综合
效益。要强化问题导向，以重点关键

牢记嘱托担使命 加快建设新湖南
——
—学习《湖南日报》10篇社论
3版

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激荡三湘

—庆祝改革开放
——
40年

国企改革 铿锵前行 5

长沙61家企业登陆A股市场
居中部省会城市首位， 力争2020年上市
公司达100家
湖南日报8月9日讯 （记者
陈 淦璋 通讯员 孔令鸿 雷磊华）

记者从浦发银行长沙分行昨天主办
的湘江论道——
—长沙拟上市公司深

化金融合作交流会获悉，目前，长沙
市上市企业已达67家，其中61家企
业登陆A股市场， 居中部省会城市
首位， 成为中部地区资本市场的重

“总部从深圳迁新田，
要以‘飞’的速度干事”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温小林

8月7日，凯威通讯（集团）有限
公司总部从深圳市搬迁到新田县电
子信息产业园后，开始正式办公。该
公司董事长王杰充满激情地对记者
说：“深圳速度以‘跑’扬名，我们把
公司总部从深圳迁到新田后， 要以
‘飞’的速度干事。”
凯威通讯（集团）有限公司是一
家集研发、生产、销售移动终端产品
服务为一体的民营高新技术企业，
主营手机、平板电脑、智能穿戴、即
时翻译机、儿童教育机器人、车载定

湿地公园生态美

黄花机场7月客运量同比增长8.7%，增开
580多个航班
湖南日报 8 月 9 日讯 （记者 邓晶
琎 通讯员 张慧 王宏） 暑运过半，乘

飞机出行人次持续攀升。 长沙黄花国
际机场今日发布，暑运以来（7月1日至
31日）， 黄花机场共完成旅客吞吐量
邮发代号 41-1

230万人次，同比增长8.7%；其中高峰
日当天完成旅客吞吐量8.3万人次，
起降飞机591架次，均创历史新高。
为满足暑运期间不断增长的旅
客乘机出行需求，黄花机场与航空公
本报电话总机：(0731)8４３１２９９９

位、智能一体机、智能无线电充电器
及智能终端配套电子产品配件等，
拥有多项自主知识产权。之前，该公
司已经在深圳经营多年。然而，该公
司总部怎么会从深圳搬迁至 新 田
呢？
今年3月，祖籍四川的王杰第一
次来到新田考察， 感受到新田各级
干部务实、 吃苦的工作作风。 王杰
说，即使我们晚上打电话反映问题，
也能立马得到解决， 这在其他地方
是看不到的。同时，我们认为，新田
距珠江三角洲一带不到500公里，
产品运输很方便。基于这些考量，我
们下决心来新田办厂。

版

要力量。
长沙市金融办介绍，自1993年
湘中意在深交所挂牌，到今年3月湖
南盐业在上交所上市， 长沙市上市
企业总数达到67家。 尤其是2017
年，全市新增上市企业12家，在中西
部城市位居第一位。今年，长沙市又
出台了企业上市“百舸争流”计划，
提出到2020年上市公司达到100家
的目标。

5月9日，王杰与新田县签订办
厂协议。在建厂的过程中，新田相关
部门一路绿灯，头天申请办理的事，
第二天就能办好。
5月中旬，王杰发现，厂区内一
栋厂房的消防设施不符合电子产业
消防标准，需要全部重建。新田县相
关部门闻讯后， 立即召开现场办公
会， 县消防大队负责人每天现场跟
班整改，按时完工。
一开始，王杰担心招不足员工。
没想到， 新田县有关部门早已行动
起来， 深入各乡镇为该公司召开专
场招聘会，提前招聘员工500多人。
一件件暖心的事， 让王杰等人
异常感动。他们通过反复权衡，认为
把公司总部从深圳搬迁到新田来，
将更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决心在新
田“深耕”。6月初，王杰主持召开董
事会会议， 通过了将公司总部从深
圳搬迁到新田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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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9日，湘阴洋沙湖国家湿地公园，绿意盎然，一派生机。近年，湘阴县遵循“保护优先、科学恢复、合理利用、持续发
展”的基本原则，将该湿地公园打造成集淡水鱼博物馆、生态农场、百种荷花园、芙蓉花园、珍禽驯养基地、湖湘特色渔村
于一体的湿地生态休闲游览区，使洋沙湖水更清、环境更美好。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暑运期间乘飞机出行人次攀升

问题的突破带动全省旅游业提质升
级。要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改善
旅游交通条件， 构建人性化的配套
服务设施。 要着力打造精品旅游线
路，提升旅游文化内涵。要提高公共
服务管理水平， 提供让广大游客感
到舒心的优质服务。 要加强区域旅
游合作，构建以长株潭、洞庭湖、大
湘西、雪峰山、大湘南“五大板块”为
支撑的全域旅游发展格局。
许达哲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
精准施策， 提高全域旅游建设发展
水平。要整合资源、形成合力。要科
学规划、特色发展，杜绝同质发展、
恶性竞争。要突出重点、狠抓落实，
集中力量抓好重点景区、重点线路、
重点品牌建设。要加大投入、强化扶
持，创新旅游投融资机制，积极开展
旅游项目银企对接。要市场运作、打
造品牌， 发挥好政府市场“两个作
用”，用更优的营商环境、更高的服
务效率为旅游企业做优做强做大创
造良好条件。

司积极协调，充分利用早晚时刻新开
航线、加密航线；增加大飞机的使用
频次，提高运行效率。
7月以来， 黄花机场新增并加密
了飞越南岘港、菲律宾公主港等国际
客运航线，恢复、加密了飞张家界、香
格里拉、太原、长治、北海、宜昌 、沈
阳、成都、满洲里等国内热门城市航
线。目前，黄花机场已增开飞往东南
亚和国内主要旅游目的地城市的航
班580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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