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声在线：www.voc.com.cn国内统一刊号 CN�43—0001 湖南日报社出版

戊戌年八月廿六
第24949号

5
2018年10月

星期五

今日8版

湖南日报记者 李茁 徐德荣
见习记者 唐曦 成俊峰 通讯员 王卫全

金秋时节，衡阳市招商引资喜讯连传：
8月底，衡阳市承接东部产业转移重点项目
集中开工投产活动在该市白沙洲工业园举
行，15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或投产，总投资
额逾118亿元。 9月29日，在2018衡州经济发
展论坛活动中，衡阳市共签约项目82个，总
引资额逾820亿元。

近年来， 衡阳市全面落实创新引领开放崛
起战略，扎实推进振兴实体经济“3311”工程和
工业原地倍增计划，积极承接东部产业转移。

今年上半年， 衡阳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8.3%，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长7.4%，固定资产投
资增长12.8%，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大潮催人进，风正好扬帆。 作为全国承接
产业转移示范区， 衡阳正奋勇争当承接产业
转移的“领头雁”。

放大优势 增强承接引力
“扼两广、锁荆吴”，衡阳自古就是商贾云

集之地。 如今，南岳机场、湘江黄金水道、国
道、高速公路、铁路在这里纵横交汇，区位优
势十分明显。 去年，衡阳市被国务院确定为湘
南地区中心城市，更是迎来重大发展机遇。

“衡阳具有市场空间广阔、 人力资源丰
富、要素成本低廉等比较优势，以及工业基础
雄厚、医疗教育发达、城市环境宜居等有利条
件。 ”衡阳市委主要领导介绍，近年来，该市在
发挥特有优势的基础上， 积极营造亲商安商
富商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将“优势效应”放大。

8月初，落户在衡山科学城内的衡阳桑谷
医疗机器人公司（以下简称“桑谷公司”），第
一批医疗机器人投放市场。 公司负责人阮希
亚深有感触：“入驻3年来， 园区贴心服务，主
动帮我们融资2800万元， 还牵线搭桥为我们
开拓市场。 ”本来计划落户江浙地区的桑谷公

司，前景一片光明。
去年来，衡阳市出台《争当承接东部产业转

移“领头雁”推动衡阳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并配
套推出招商引资“黄金三十条”“人才雁阵行动
计划”等系列政策，为承接产业转移提供制度保
障。 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最多跑一次”改
革，进一步优化流程、提高效率，还优化配置人
才、用工、土地、能源、信贷等生产要素和资源，
打造优质政务环境和要素环境。

营商环境大大优化， 承接产业转移的引
力越来越强，去年，衡阳市承接产业转移企业
154家，主营收入达130余亿元。

凸显特色 提升产业合力
衡阳是全国26个老工业基地之一， 工业

基础雄厚。
“衡阳将承接产业转移与转型升级相结

合，围绕已有产业强链、补链，进一步凸显特
色、集聚合力。 ” 荩荩（下转3版）

� � � � 湖南日报10月4日讯(见习记者 彭婷 通
讯员 何蔚)“下户走访心相印， 政策条条做宣
传。 居民困难心头挂，嘘寒问暖好投缘。 党员
带头做榜样，群众紧跟意志坚。 ”日前，一首朗
朗上口的打油诗在湘潭市岳塘区党群服务微
信群里热传。 这首诗是由建设路街道的一位
居民自发创作的， 讲述的正是该街道党员干
部开展基层大走访的场景。

群众的需要在哪里， 党组织的服务就在哪
里。 今年以来，岳塘区区级、街道、社区三级党员
干部分片来到居民群众家中，拉家长里短，聊困
难问题。 铁园社区19栋马蜂窝扰民，曙光社区有
小区路灯不亮， 龙泊湾小区围墙开裂……在面

对面的交流中， 居民们你一言我一语道出了自
己的困惑。 收集到这些问题后，党员干部又在第
一时间进行分类处理。 截至目前，全区三级党员
干部共走访居民70393户，收集问题963个，已解
决700多个，剩下的正在解决。

“谢谢社区干部，现在家里不漏水了。 ”
“小区外噪音扰民问题解决后，我连睡了几个
安稳觉。 ”……连日来，记者走访岳塘区多个
小区，发现百姓脸上的笑容更多了，党员干部
心中的幸福感更强了。

作为湘潭市中心城区，岳塘区以城市基层党
建为引领，推行社区党建“网格化”制度，最大限
度整合社区党建资源， 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 该区把支部建在社区网格上，把服务开展到
网格上，形成“街道党工委－社区党总支(党委)－
网格党支部－党小组－党员志愿服务团队”的
党建网格化管理体系。 将生活、工作在社区内的
各类党员全部纳入网格管理，组建服务团队，向
周边群众提供近距离服务，并推出《网格日记》，
由网格员将记录到的情况汇总到社区。

现在， 岳塘区党建工作已与网格系统完
全结合起来，“有事就找网格员” 已成为居民
的口头禅，党员服务群众的意识也更强了。 该
区已建立以党员为主的劳动就业、 法律援助
等志愿者联盟服务团队200多个，开展志愿服
务活动2万余次。

� � � � 湖南日报10月4日讯 （记者 孟姣燕
通讯员 谢镐平 ） 今天是国庆假日第四
天，我省旅游市场持续红火。 记者从省旅
发委获悉，截至4日14时，当天全省纳入
监测的127个旅游区（点） 共接待游客
223.42万人次， 景区旅游收入达1.43亿
元。 国庆假日前4天，全省纳入监测的127
个旅游区（点） 共接待游客773.16万人
次，景区旅游收入达5.06亿元，同比分别
增长38.66%、23.32%。

不少景区推出了丰富多彩的节会及文
化民俗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度假、观光和
体验，接待量暴增，接近核定最大承载量。
从2日起，宁乡灰汤国际温泉度假区、长沙
海底世界先后超出最大日接待量。 3日，岳
阳楼景区游客接待量达到6.8万人次，景区

发布客流饱和提醒， 请游客选择其他旅游
线路。4日，南岳、凤凰古城、岳麓山、武陵源
核心景区、 韶山景区游客接待量排名前五
位，分别为12.45万人次、12.04万人次、11.9
万人次、8.72万人次、7.95万人次。

全省乡村休闲旅游持续走旺。 郴州临
武县舜峰镇举办以“龙源临武，鱼跃舜峰”
为主题的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暨农耕文化
旅游节，给游客带来丰收的体验；永州东安
县南溪花海推出打陀螺、打糍粑、滚铁圈、
磨豆腐、抓鱼比赛等体验性活动；益阳市乡
村旅游人气旺盛，4天来， 山乡巨变第一
村———周立波故居接待游客5.9万多人次，
农家乐接待游客近15万人次，南县厂窖纪
念馆接待游客2.1万人次，主要景区接待量
比去年同期都有明显增长。

� � � �湖南日报10月4日讯 （记者 彭雅惠）
昨天， 湖南山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布消
息，10月2日由其自主研制的我国首款全
复合材料五座飞机“山河SA160L”成功完
成首飞， 标志着民族自主品牌通用飞机产
业实现新突破。

“山河SA160L”是依据中国民航适航
法规研制的单发五座下单翼飞机， 该机型
的研发， 填补了我国在五座轻型飞机总体
设计与优化方法、适航试验技术、复合材料

结构制造技术等领域共性关键技术的空
白。

据了解， 湖南山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从2002年开始涉足通用航空领域， 专业从
事载人轻型飞机和无人机的研发、制造、销
售以及通航运营， 曾在载人轻型飞机和无
人机领域开发了多款填补国内空白的产
品。“山河SA160L”定位于高端豪华私人飞
机市场，目前，正在按计划进行民航产品的
型号审定，预计2020年底正式投放市场。

� � � �湖南日报10月4日讯 （记者 刘永涛）
10月3日至4日，商务部党组书记、部长钟
山一行来湘调研定点扶贫工作， 并在城步
苗族自治县主持召开商务部定点扶贫工作
座谈会。他强调，商务部将深入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落实中央
单位定点扶贫工作推进会要求， 进一步做
好对城步的定点扶贫工作。

在城步儒林镇玉屏村，钟山详细了解了
土鸡养殖基地的发展情况。村民刘银莲瞄准
市场自主创业，成为乌骨鸡养殖能手，并创
建银濮电商企业、合作社、家政公司，借助
“互联网+” 将土鸡等农特产品卖到全国，年
销售额逾1000万元，带动500多户贫困户参
加合作社，解决100多人就业。 钟山表示，脱
贫攻坚中形成了一些好的经验做法，涌现了
一批有思想、有办法、有爱心的致富带头人，
要注意总结提炼、宣传推广，更好发挥示范
和带动作用，帮扶更多贫困户脱贫。

城步电商公共服务中心今年1月投入
运营，已为入驻的25家本土电商企业提供
孵化服务。在该中心，全县电商服务站点沙
盘展示、苗乡农特产品展销、农产品快检等
功能一应俱全。钟山详细了解农产品销量、
市场、质量追溯等情况。 得知通过“电商+

追溯”模式，可逐步实现生产过程能查看，
产品质量有保障， 促进生产与销售紧密结
合，推动“苗货出山”，钟山勉励继续做优做
强，惠及更多企业群众。

钟山还实地考察了城步杨家将村村级
电商服务站、城步电商物流园、湘商产业园
青钱柳产业项目、白岩山村苗香梨基地，看
望慰问建档立卡贫困户。 在听取当地工作
汇报后， 钟山对城步扎实推进脱贫攻坚战
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

钟山表示，商务工作具有联通内外、贯
通城乡的优势，在脱贫攻坚中大有可为。今
年以来，商务部在电商扶贫、家政扶贫、对
外劳务扶贫、产业扶贫、边贸扶贫等方面采
取了一系列措施， 取得积极成效。 下一阶
段，将更好对接城步脱贫攻坚需求，聚焦精
准、夯实基础，进一步加大帮扶支持力度。

商务部2013年正式启动对城步定点
扶贫工作。 5年来，累计安排资金6200多万
元，实施一批帮扶项目，推动双向干部挂职
交流。 在商务部的支持和帮助下， 城步
201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7150元，同比增
长15.7%。 2017年实现32个贫困村退出，
8851名贫困人口脱贫。

副省长何报翔参加调研座谈。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李永亮

9月30日，迎着满城的桂花香，记者穿过
株洲城，来到芦淞区白关国际服饰产业园。

此时，在产业园一个明亮的车间里，广州
二狼狐轩服饰有限公司新投产的智能服饰生
产线正开足马力， 工人们要赶在国庆期间交
付一批成品。

这条国内一流生产线， 可实现从面料到
成品的整个产业链加工。 它的引进，被认为是
芦淞服饰转型升级的一个标志。

生产线的投资人叫胡轩，一
名“80后”益阳小伙。此刻，站在秋
天的阳光里， 年轻帅气的胡轩显
得踌躇满志：“项目启动仅半年就
建成，的确超出预期。 我相信，我
们的未来一定是美好的。 ”

回到梦想启航的地方
白关以西10公里外的芦淞服饰市场，是

胡轩梦想启航的地方。
2001年， 初中毕业的胡轩从益阳老家来

到芦淞服饰市场，以帮人打包配货为生。 持续
300多元的月收入无法改变家里贫穷的面貌。
2004年，胡轩靠凑来的7万元，盘下芦淞结谷
门市场的一个摊位，开始艰难创业。

勤奋，加上爱思考，胡轩起步不错。 当年，
他的业绩成为整个结谷门男装细分市场的第
2名，次年拿下冠军。

“当时就定了一个目标，4年赚100万元。”
他说。

接下来的数年间，他的确做得风生水起，
实力迅速扩张。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本来觉得
会顺风顺水的他，却先后遭遇3次危机。

令他损失最惨重的一次出现在2012年。
那一年，他与人合伙成立的江西分公司，因合
伙人恶意转移资金， 导致公司运营一下子陷
入困顿。 经过痛苦的选择，一向以诚信立人的
胡轩，毅然将自己积累的2000余万元拿出来，
补偿给代理商。

他的这一行为，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口碑，
很快，他又东山再起。

2013年，胡轩意识到，服饰产业的发展要充
分依托人才、资源、品牌等，这一点，株洲还有不
足。 于是，他南下广东，几经努力，成立广州二狼
狐轩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二狼狐轩”）。公司
成立后，业务迅速发展。 荩荩（下转2版）

� � � � 湖南日报10月4日讯 （记者 施泉江
通讯员 唐偲倬）记者今天从长沙边检站获
悉，10月1日至3日， 长沙边检站共检查出
入境旅客超过2万人次， 飞机138余架次，
两项数据较去年同比均增长近20%。

为确保所有中国公民出入境在30分
钟内顺利通关， 长沙边检站在边检现场提
前设置中国公民专用通道， 实行中外旅客
分区验放，并完善通关场地、广播设备、指
引标识等硬件条件， 大力推进边检自助通
关，积极引导符合条件的旅客自助通关，目
前长沙口岸入境自助通关率已超过50%。

为确保有效应对客流高峰，长沙边检站

还积极做好客流预测预警，安排专人每日收
集航空公司订票数据和旅行社组团信息，对
客流高峰进行预测预警，错峰验放。 同时，加
强与联检单位、航空公司等沟通协调，积极
疏导客流，在客流密集区域和时段科学组织
勤务，增派警力确保通关效率，优化便民利
民措施，主动为特殊旅客提供通关便利。

据长沙边检站有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
国庆长假， 国内旅客举家参与境外游的数
量增幅较大，其中，韩国、新加坡、泰国、马
来西亚及日本等外籍旅客出入境人数也较
去年同期有较大提升， 海外华人回国探亲
人数增长明显。

奋勇争当“领头雁”
———衡阳市加快承接产业转移纪实

基层大走访 网格建支部
岳塘区探索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新路径

� � � � 商务部部长钟山到湖南城步调研
定点扶贫工作强调
充分发挥商务行业优势
扎实推进定点扶贫工作

黄金周旅游持续红火
省内多景区临近最大承载量

我国首款全复合材料五座飞机
成功首飞

“山河SA160L”预计2020年底正式投放市场

长沙边检多措并举应对国庆客流高峰

———迎老乡 回故乡 建家乡

胡轩：回来，是为了更好地出发

写生中国 描绘古城
10月3日， 画家在洪江市黔阳古城写生创作。 国庆期间， 怀化市美协组织创作团

队， 开展“写生中国———国庆节走进黔阳古城” 创作采风活动， 来自全国各地的68位
画家用手中的画笔， 描绘古城青瓦白墙， 庆祝新中国成立69周年。 杨锡建 摄

� � � � 10月3日，湖南烈士公园悬挂的鲜红国旗迎风招展。 国庆期间，长沙各公园景
区、大街小巷处处悬挂起国旗，欢庆新中国成立69周年。 市民、游客在浓郁的喜庆氛
围中欢度假日。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国旗飘扬 喜庆过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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