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唐爱平 版式编辑 周双 2018年9月11日 星期二
要闻 05

! "

#$%

!"#$

!"#$%&'()*+,-./
0!123456,78!9:;<34
56=>?@"AB!!CDE%F'G
1HI8,*+J!KL0#3456$
,MN! ODPQRFSTUV56S
TU!FSG1V56SG1%

WLXYSZ[& 56L\]^!
_56L`a^% QR?bcdefS
ghic!cjghkl!mnJop
qrstu!vw:xy3z'{|z
}~��% ��dSe�!��dS�
�!FS56!FSg�E%��S5
6!��>?%

56VL���!�VLh��%U
������!W��!W��!���
z!���� !¡¢£¤¥!¢£¦¥!
¢£§¥% ¥¨w©!ª¢£«¬56%
w56®Wª¯°�! ±²s¯³´
V�Hµ¶w·'¸¹w·'º»w·'
¼½w·¾]S% ¿��SÀÁÂÃw
Ä!]ÅÆÇwÄ!:zÈÉwÄ!�Ê
ËÌwÄ! ÍÎÏÐÑÒ¼�8SÓÔ
ÓÕ�ÖwÄ%9?×ØLÙ!ÚÛÜÝ
Ä+!ÞßSàá'âã'ÓÔÓÕ!´V
ä å¢æ¢¨©%!çè�8é'êW
(Ð)é!ëìíLÙ!Vwî:S%

ï®! 56wVð°ñSL5Ñ
�!�òó9ô��õö!wô÷ßø
ù!úûü»ýC!þ¾ÿ!!"#$:
}!%&'(õöSâH!vw:)ç
*+% �,Ë-�S.¢!/V�56
S01% mn56S2ã!�V345
6'7�8-'9:;<S2ã%

QRFS=>!VLfLf?@A
S*FS^B!VLCLCDE1S% F
SdÀz}!FG?HI56!4J5
6!KL56%

(M)ÑN^u"

!"#$%&'()

& '

!!"#$%&
'()*+,-./&

!"#$%&'(

01+23456789:;<=>?
7@A234B!" CDEFGHIJK+6L
M1NOPQRSTU VWXU# 7YZ[
\]^_`a ?7bcNde"fgh?7
ijklmnoB!" CDEFGHpqr+s
th1uv+ wxyz{|p}~+B��
�H�B"$%H �gE����B&' �H e"f
%(!) 1 * ��@<=>?7bc+��]�
��dp�^��&

����6���& �87���:;
�1�� ¡¢£h + ¤?7¥¦§¨< ,
¤�©bcªa !( NS+ «¬1®g %"
¯+°±¬²³´µ%+¶ " ¤·¸�! ¤B¹
ºH+»¼½¾¿ÀhÁÂÃ�ÄÅÆ¨�¨
b´\]^°´&

6���²��ÇE& 01 , �+ÈÉ
7ÊË?7ÌÍÎÏHÐÑAÒ& ÓA5ÔÕ:
;Ö�?7×Ø¥ÙpÚÛÜ�Í*" �H&g
ÝÞÐÑAÒßrà�+:;�bÏ»áâ
hÎ¤ã~�däå²?7+ æçèéê
ë+ìíîïðñòbc+ó¡]ô�õö
÷øùúûüNAý ÚÛÜo?7bc , 1
]h+þÿ!g"1#+Ä$ì%+Í&'o
()*o+,p!-<×.+�%/K01
p23+4h5w+6Tý H

1#N²��78ý 9:79:;:;
<=?7�×Ø>1�d?õ@�9:7
ABCDEFGHpIJNý <K?7¡L
hÍ<KMNOHP`+QO !%-(( RS¡
T+UV²W�dU>1�dU»,°ª\R
KgijTX+Y~CD»,?õ@�îS
Z�ý[\]^_`~pabcdU[eòpC
Df�ghijkl�ghimnno %(!+
1¡p+qrsg?7ijTXt !( u[+
�hijvwxypÍ?MzHý

{t���L+1|N²}~�2ý �
T7�/���G\60��pL�+²�
~:�GU2���G\Ç¼��76Lh
. ^���G���©ST+ Q^�©ST
�� % ¤»W�©bcª+�����G�
Ï+à����©U�©�©U?ù�©Í�
���H�©��+�1|�d��F�²
Î6ö�+��p��²��yT+���
²�G55� ý

¡¢£��T76S¤���,µ¡
ð¢¥g¦�¼©p§/£¨¼+ ©�×
Øª«�¬Tc®+ ¯Dª°±1�d+
L�h¡¢°²+ ��h]³�¯FSTU
´µ¥¶U �d·¤¸\��F¹ºð+»
1¨¼¼6Á½L�+¾ © !((( ¤ /0 d
b¿¿À�²�Áý  ©Â/Í®§/£�
ÃjEFÄÅòHpÄÆ�©¨Ç+µÈÉ
�¹Ê��pËÌ+ÍÎý

)*+,-./0*+,12

{tÏÐÑ��FUEÒUÓ°UÔÕZ
�+ ±1�døØ²��Ö×p�ØÄÙU

¹ÚÄ%ý
Í¶ÛÜ�h %(!* 123ÝÞ�ß±

1øØEFÆp°àý," �p°àáâhã
äåæ¹ý ¾ÝÏ¥Ùçè�Â/pé¼U
øêUëìUíÓîï^ðñgÿògZÖ
×pÍÎóôý H

õö+%& ¯+Ü�23Ý±FÆ÷�+¬
�2ø:;�¤ù{øØ+ú&¶û%*o
Âüý®+þþæÿÿò!TªEhw+"
½ý þ¦�IJ:;J#!$%&'()Ü
åÝ!*+½%&pbcýÍµ÷5e,-
./pÁ0bc+ þ1²-µIJ2ð3+
54î56()%&pbc+Óñÿòp7
8ñý 9:;¾{tÏÐ<;*op&¶6
=Cm46()ý H01 " �µ8+þ>Ä?
§ )( ])'()%@oABp&¶ýÍèo
'()��CpDE+ �5bcp!-+F
GænohHI<�JæK H

23ÝL@ÈMÍ±1øØ�2�1�

¹NOH+P1ÒL ! ß±FÆ+Pß ," �+
Qé��%ãìRÇUS%<TU%VpÑ
�+W11|øØXÝY¨b°Z[U^N
r\å��r\+ÿÿ®´°p¨]^_`
aUb1ÈÊUà¹bcý

23ÝPß±FÆ°dc�Sde�
^·ßpSN+fghÝ\ijklmÊ¡
°µÍnoUnpUnq¹Hg¦rpÍ�nH
F¹+W11|øØstu�µNjgST
pª°¨v+ÿÿÞ.nNj��p�w/
xý %(!+ 1 & �µ8+ÜÝC�ßAâ )(!
¤1|øØÜ�h±FÆý `÷±FÆ°d
S++]yøØ>í2z�S�÷øý

�T7u�{Ø1|øØp®N1Ø+
|ý¾�}EÒ+ÍRA®++ÚW�<~
�Æ¨¶��AÁ8ý ��18+�Aâ )%
¤1|øØf%¹�W+ de "+ ¤1|ø
Øo�'�}ÔÕ+ãA * ¤1|øØo�
��}bc+úö�h±1´���øØ<

±1F�Æý � %(& ¤��p1|øØÈ�
L�~�Æ¨+�Î1�Âü2®Í*( �Hø
Ø *( uN+îS )" ¯µ� )! NýÜ71|
�døØø7�¼)�åFÚ�ª+g�T
7¼ª°�ñh�Èp��Þ�ý

�87¶���ðAâ��1|øØ
o�4��G�U %¹\�¹ª�ð7+ø
�\�v��ð7�WÔÕ+ {t]��U
]� p¡¢2W+�øØ]¢ÔÕ+£2
¤±+Â¥¦Úý �1µ8+§�Aâ + ¤1
|øØo�ð�W+!" ¤1|øØo%��
W¨~ãý ©7ªs/ÍíÓpøØ¶«¬U
®pøØ¯�~Hp°±6²+�.µª
°],³U´Èµ®øØ+)3øØ78²
�}UíÓ²�}U�2²�}ý �¶ ). ¤
8ÿ���}U¶·íÓIJp��1|ø
Ø*oÂüý

3456789

��pæ¸�ð+�1|Npè�+«
¬ý

Í¹�dEÒg¨¼÷ø+¹��db
EÒº»g�dp¼ØEÒG½+>Ä�g
h5¾~�L�p¿6ÀÁÂý HÃÄ7Å�
ÕÆ7�ÇÈÉ4[ª°¶Ê ©�×Ø
¥ÙËÌ3+1|N�ýKÍÎ�Ïý

L�ÍÐÑÒHUà�Íëà¡¢HU�°
EÒÔÕnn* � %% O+ ÓÔ4�AÈÉ+
/¬h�·��1|øØEÒAüp !( Õ
ÖMý ²Âüý®p��øØS+)" ¯µ�
1|øØ�×ìx·ïCZ�ý nSØÜX
{)3UÙÚÛÚG½+23×.1|øØ
ø7�¼+ú�°X{W1+ÆÜ¶r·1
|øØRÝÞ/UØß�2pàòáâý

ìã�äª1UEÒ<ý®��1|�
døØ�234pÍ6ÀÁHý P ) 1¡°�
ô��1|øØ<��øØ»råæý 4Ï
/¬�°1|øØEÒAübcÈMêë+
ÙÝhÏ^��1|øØç��ô<1è
ç�eéêëý 4ÏPô�SåìøØ+í
î%ïðCZ�ñòêëç�1|øØ+7
ÝË4Ì��ã~U4�óbcØáU>70
1ã~/1¤ôW�S+ �§õá1|ø
Øý %(!. 1µ8+o���}<ö�÷øù
ý2©Uà�Í�+ú�äHSÂüý® !+*
¤��øØý

%(!( 1Á+ ¡û7�.P1oÊË?
7Ì¥ÙU¦2SñØÍü ©d %1, ¤+�
N %" ¤+oSÂüg:;XW ! ¤Uý´W
øØ , ¤+W1�+þ��1|øØÿ!�
�+HLh8ÿ���}p��1|øØA
ü"ý

Í¡û7Ïu�ýN#UýÈµUý 
!+®ßU®RU®X$�ý�®ÂpAN®N
1Ø+%&g1|øØ�2'L«¬ý H¡û
7Ï¥Ù()*3ý ¡û7/¬[�·�.
²÷øùý�}EÒ+®øØpÈMê
ëm+ L�1|øØo÷øùý�}ÔÕE
ÒG½U,-ÍG½U)3®.G½UÙÚ

�/G½ý �18+§�0å )(( u¤1|
øØo�ð6(UÍR��U6121\÷
øùý�}±��2ý %(!. 1 & �+7Ïö
�Ø{t^+34Uj¦5,U6A,-\
��¡°åæ+L���1|øØÒ+È�
~�EÒU¹ÁÆ¨U�§Âüý P1Âüp
øØS+1|øØpy7ìx·ðCZ�ý

*� %.O+ 8ë4"�´9Ð:»¼A
c?�×Ø²;,<=ÑÊX���+8ë4
Î6�ö���>?�¤6�dý6ÓAp�
×Ø¥Ù?@A %(!( 1o�Çm¼+°B
¼+B¼¯]C+J�ÓSùDE®pFGH
Æ_ç�+I8h�ô¥�J�+§�K* ,
_È®6 »rýÍL± !!,LMHUÍNO !!&
LMH\#ÐpADåPñ+c¶þ«QpR
Sý ²�dT0�+ÜÊ�¶ )( u)�U)
Ð:hVW~LM+ Ð:{%� !(( ]Xý

ÍVW~LMH o;,YØÜZý ²[ÇÇ
ë+µÍVW~LMHcg\³UÓðLMc
g]³^¡ADpÍL_ ) ²HnoÓðm
)p`a+ú�h��_`p¦b+Ð:{
%èt ! cXý

de¶1|�d+ deJ¶fg<$
8h

"i$%+jjxk+���lmxsý

!!! "#$%&'()*+,-./01

!"#$%&$

OU(PL)QR!STUVx¶2(WWþ)+WX}YZx'W[\]^_'W`pIa
b,ýCSdFc!defg�Chi�¥% !!"#$%&'()"

OU ! j! kl
mn " oTUDV¼
pqrstuvw�
w!!# x1*myz
�Ñl{SJ%|D
!" } � ~ @ H o
!$ �S��uv% �
cR�P�ç� '�
P�8�' �(m�
� !!$ �Suv !-
���%

!*+,$%&-(."

湖南日报9月10日讯（记者 张尚武 通
讯员 黄德开）第十届湖南茶博会今天圆满
落幕。 据大会组委会统计， 本届茶博会期
间， 每天上万人次进馆参观， 现场成交旺
盛；潇湘绿茶、湖南红茶、安化黑茶、岳阳黄
茶、桑植白茶受到经销商追捧，“五彩湘茶”
品牌形象日益深入人心。

本届茶博会规模超以往。1500余家参
展企业，展出绿茶、黑茶、红茶、黄茶、白茶、

青茶等六大茶类的近万个品种。 据组委会
初步统计， 展销期间共签订茶叶购销订单
达23亿元。

借助本届茶博会平台， 省农委宣传推
介“三湘四水五彩茶”，得到省内茶界的热
烈响应。宜章、保靖、安化、新化、江华、桑
植、古丈等主产茶县，当地政府组织茶叶企
业抱团参展，形成规模效应；武陵山区、雪
峰山区、南岭山脉的秀美茶园视频推介，彰

显地域特色，体现“五彩湘茶”的丰富内涵，
引起国内外经销商频频点赞， 收到了很好
的推介效果。

展会期间， 莽山红茶、 云天阁桑香茯
砖， 湖南中茶公司的小金花黑茶等新品推
介会， 展示了湘茶产业的创新活力；《中俄
万里茶道》歌舞剧、唐羽茗茶茶艺联展等活
动，展示了湘茶的文化“软实力”，助推湘茶
走向世界，加快千亿茶产业进程。

湖南日报9月10日讯 （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林航竹）今天，总投资达100亿元的湖南广东电
子智能科技产业园正式落户汝城县。 东莞市新
盛电子有限公司等首批11家企业签约入驻，签
约金额达40亿元。这是我省产业链招商又一成
功范例，将促进当地群众就业，带动脱贫。

汝城县位于湘粤赣三省交界处， 区位、交
通、环境优势明显，厦蓉高速、平汝高速、106国
道、省道S910线贯穿全境。近年来，该县充分发
挥优势， 加快产业园区建设， 加大招商引资力
度，目前，初步形成了工业、物流、电商、农产品

等“一区多园”产业格局。
今年5月以来，汝城县委、县政府主要负责

人多次带队到广东考察电子行业协会企业，双
方进行了深入沟通洽谈，仅用4个多月就促成了
项目成功签约落户。

据介绍， 湖南广东电子智能科技产业园
规划用地5000亩，集生产、科研、会展、物流、
生活居住等于一体。 该县力争用6年时间，引
进规模以上电子企业20家以上， 把湖南广东
电子智能科技产业园打造成电子智能特色小
镇。

� � � � 湖南日报9月10日讯（记者 刘勇 通讯
员 黄德开）9月9日，第十届湖南茶博会进入
第三天，记者在展会现场，感受到一股浓郁
的产品创新风潮。

宜章县引进为红茶“量身定做”的茶树
品种“英红九号”，在茶园中利用人工手段
为茶树夏天遮阴、 冬天挡霜， 同时创造性
配合喷灌设施，营造“小气候”，使“英红九
号”长得比原产地还好。由于宜章县比“英
红九号” 原产地平均气温要低， 利用“娇
贵”的“英红九号”制作出来的红茶“莽山

红”，不但茶汤红润、香气持久，而且涩味
全无。 本届茶博会上，“莽山红” 收获大量
订单。

云天阁茶业公司与省蚕桑研究所、湖
南农业大学等开展合力攻关， 成功将药食
同源的桑叶融入安化黑茶， 推出“桑香茯
砖”。“两片叶子，一杯好茶”，桑叶富含蛋白
质、氨基酸，与黑茶按适当比例混合后，大
大改善了口感、提高了黑茶营养，赢得更多
消费者青睐。

吉首市新田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利用黄金茶和酸枣仁、 野菊花等5种中草
药，研制出能改良睡眠的“黄金茶枕”。省茶
业协会专家介绍，茶叶的芳香被如此利用，
在省内尚属首次。据悉，“黄金茶枕”虽然价
格昂贵， 但这回在茶博会首次上市即卖出
了几十对。

省茶业协会名誉会长曹文成表示，从
茶树栽培到加工工艺再到利用途径， 湖南
茶界都在锐意创新，这种敢为人先的特质，
将引领湖南茶业在传承历史的基础上，更
加靠近千亿产业的目标。

湖南日报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赵新富 杨雄春

9月10日，在蓝山县举行的中国（蓝山）国际皮
革皮具产业园招商推介会暨皮革皮具产业研讨会
上，5个总投资达11亿元的皮具产业项目成功签
约，原计划110多家企业参会，最后来了200多家，
上演了一场全国皮革皮具行业嘉年华。目前，已有
60多家皮具产业链企业陆续进驻该园区。

蓝山皮具产业异军突起， 靠的是敢打敢拼
积累的实力。30多年前， 一群蓝山年轻人怀揣
梦想，来到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发展，从皮具学
徒逐渐成长为皮具老板。 如今在狮岭镇活跃着
近4万蓝山人，大小厂家近千家，他们掌握了皮
具行业全产业链技术。2017年， 广州市评选出
10大淘宝村，狮岭镇有4个村入列。

他乡再好，毕竟不是故乡。2014年，有政协
委员提出，在蓝山规划皮具产业链条，建立皮具
城。2015年，第一期规划500亩、总投资10亿元
的湘江源皮具产业园项目正式落户。目前，1期6
栋5万平方米厂房已竣工并运营， 预计可解决
5000多人就业，年产值可达10亿元。

蓝山县坚持以园招商、 以园招园获得了良
好效果。漂亮的园区，优良的营商环境，完善的
上下游产业链条，熟练的技术工人队伍，让日前
来考察的不少客商动了心。广州客商邱先生说，
他已有在蓝山投资的打算。

蓝山县委主要负责人告诉记者， 该县将构
建集皮具研发创新、生产、营销、品牌、电商的全
产业链。产业园全部竣工后，将可容纳2000余
家企业、3万余营销人员及从业人员回乡入驻。

展示五彩湘茶 助推千亿产业

第十届湖南茶博会落幕
展销期间共签订茶叶购销订单23亿元

良种良法 精工制茶

湘茶产品锐意创新

湖南广东电子智能科技产业园落户汝城
首批11家企业签约入驻，签约金额达40亿元

蓝山皮具产业抱团闯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