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荨荨（紧接1版）衡阳市政府主要领导表示，
近年来，该市加快承接产业转移，主要瞄
准军民融合、有色金属、先进制造、纺织服
装、新能源汽车、全域旅游、农副产品等重
点产业。

今年5月中旬， 香港建滔集团与五矿
铜业(湖南)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在衡阳发展氯碱化工和氯碱化工产业延
伸，打造国内一流的化工基地。 不仅如此，
在拓展传统化工产业的基础上，建滔集团
又在衡阳松木经开区内新增投资，建设以
覆铜面板产业链为主的建滔电子信息产
业园项目。

紧紧围绕优势产业链， 衡阳大力开展
建链强链补链招商， 着力引进一批投资额
度大、市场前景好、带动能力强的领军企业
和上下游高端产业项目。 正威国际集团、比
亚迪、华侨城等一批世界500强、中国100强
企业纷至沓来，全市产业合力大幅提升。

衡阳还注重将承接产业转移与生态
环保相结合。 今年5月，该市采用“环保打
包” 的模式与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合作，借
助其在节能减排、 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优
势，破解生态环保难题，走绿色发展之路。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推进产业发展

的主引擎。 9月底，衡山科学城———北航产
学研中心光电技术实验室即将挂牌运行，
这是衡阳引“外智”助力产业发展的典型
案例之一。 该实验室依托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科研技术团队，攻关光电子领域顶尖技
术，进而吸纳、孵化相关电子科技企业，刺
激产业呈几何倍数增长。 目前，衡阳市已
建立13个专家院士工作站、1个国家重点
实验室、2个博士后工作站。

创新思路 激发发展活力
衡阳县界牌镇盛产瓷泥， 资源得天独

厚。 但过去因生产技术与市场的局限，界牌
瓷业一度低迷。为重振雄风，衡阳县把“资源
触手”伸入东部沿海地区抓取新机遇。

“引进先进生产加工企业，把工厂落
在衡阳，再依托沿海地缘优势，把销售放
在沿海， 实现两地资源互补和利益最大
化。 ”衡阳县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他们
正通过“飞地招商”模式与广东佛山上百
家陶瓷企业洽谈，引进生产线，为界牌陶
瓷发展注入新活力。

近年来，衡阳市通过“组团招商”“飞
地招商”“股权招商”等多种方式，逐步形
成“研发在东部，转化在衡阳”“总部在东

部，制造服务在衡阳”的产业协作体系。
创新思路不仅可以“补短板”，还可以

“解难题”。
衡阳来雁新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原

是衡阳市属国有企业，主要负责来雁新城
13.12平方公里的土地整理和开发工作。
但由于资金等多方面原因，公司发展速度
未能达到预期。

7月初，华侨城集团注资58亿元，将来
雁公司重组为湖南华侨城文旅投资有限
公司，并设立为华侨城湖南总部。

“这是衡阳市首次成功促成政府投融
资公司市场化转型的重要探索，也将有效
化解政府性债务风险。 ”9月20日，湖南华
侨城文旅投资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央地重组”后，衡阳市不仅卸掉了
83亿元债务包袱，还共享了华侨城先进的
平台、管理技术等，有力增强了市级投融
资平台的发展后劲。

创新思路，还让衡阳在优势产业承接
上占得先机。

衡阳市按照“政府主导、企业运作、产
城融合”的思路，正通过多元合作模式，引
入中核集团、中钢集团和社会资本，共同
建设国家级军民融合产业示范区———白
沙绿岛军民融合产业园，进一步整合相关
产业资源， 为军民融合产业带来强劲动
力。

奋勇争当“领头雁”
� � � �湖南日报10月4日讯 （徐典波）9月30日，岳
阳市在华容县潘家渡运河闸举行洞庭湖北部
地区补水工程开工仪式。 该补水工程作为洞庭
湖北部地区分片补水应急实施工程的重要组
成部分， 将从君山区建设垸外的长江提水，通
过华洪运河调水至华容河， 可解决君山区、华
容县95.87万亩耕地的灌溉用水和区域内生态
用水问题。

近年来， 受江湖关系与水文情势变化影
响，洞庭湖区华容河、华洪运河沿线地区枯水
季节缺水问题日益严峻。 岳阳市水务局局长陈
正文介绍，岳阳市洞庭湖北部地区补水工程静
态总投资约3.26亿元，将分两期实施，一期工程
主要包括泵船取水、水系连通、华洪运河整治
工程，工程连通长江、华洪运河、华容河水系，
建成后将引长江水源对华洪运河、 华容河补
水，优化区域内水资源配置，保障水生态、水安
全，达到“水活、水清、水美”的目标。

该工程采用“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建设
管理模式。 通过公开招标，中标单位为湖南百
舸水利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和岳阳市水利水电
勘测设计院。 该工程建设总工期为24个月，预
计工程主体部分2019年5月完工，2020年9月全
面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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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见习记者 马翔 通讯员 邹跳跳

闻道黄精熟，相呼又荷锄。
近日，在黄精的采收时节，记者走进新

化县槎溪镇油坪溪村， 成片的黄精漫山遍
野，长势喜人。 村民邹国志挖起一棵黄精，
一称有2公斤，笑着说：“亩产估计有3000公
斤以上，又是一个丰收年！ ”

油坪溪村曾是当地出了名的贫困村，
这里山高林密， 青壮年劳动力曾纷纷外出
打工。

转机发生在2009年。 镇里向村民及外

出务工人员发出“英雄帖”，号召大家发挥
聪明才智， 改变家乡落后面貌。 25岁的邹
辉， 在收到家乡召唤后， 主动辞掉高薪工
作，从广州回到家乡，开始了创业之路。“我
发现槎溪镇土地肥沃，气候温和，特别适宜
喜阴凉潮湿的中药材黄精生长。 ”在一番考
察论证后，他把目光投向了市场前景好、利
润可观的黄精产业。

2010年， 邹辉成立新化鑫源中药材合
作社。 那一年，他起早贪黑，把家搬到了合
作社里，带着村民埋头苦干。 何时除草何时
施肥， 何时排水何时整地……黄精俨然成
了邹辉的“宝贝”。

2012年，合作社320亩黄精全部通过有
机认证，产品销售额达630万元，农户种植
黄精每亩获利4000元。

种好黄精得“黄金”，邹辉和乡亲们尝
到了甜头。 为带动更多村民，进一步提高产
品附加值， 邹辉又创建了新化县颐朴源黄
精科技公司，开发出黄精代饮茶、黄精糯米
酒、黄精糕点、黄精饼干、黄精速溶饮料等
系列产品， 把产业链条由粗放式转向深加
工。

能人带头创业，打下产业基础。 槎溪镇
将黄精作为骨干产业进行打造， 在乐柏村
万宝山建设黄精基地， 并成立3家合作社，

引领500余名农户种植。同时，引进“创业能
人”孙毅中组建新化县绿源农林科技公司，
开发黄精产品。 如今， 两家企业年产值达
3000多万元。

黄精产业的发展， 为油坪溪村80余名
群众提供了在家门口就业的机会。 贫困户
刘建民说：“以前奔走他乡，挣的钱不多。 现
在到种植基地打工， 每年可赚2万元左右，
还能照顾家里。 ”

历经10年精心耕耘， 槎溪镇的黄精种
植已成规模， 成为地方发展的一张“新名
片”,不少跟随邹辉种植黄精的村民，盖起了
新房，开起了小轿车。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上官智慧

国庆节前夕，沿着蜿蜒小路，记者来到
了慈利县二坊坪镇二坊坪村。 在黄石水库
岸边的山坡上，一片葱茏，盎然生机，点缀
了萧瑟之秋。

这正是二坊坪村天心阁的三红蜜柚园
艺场，50亩三红蜜柚依山傍水， 经过4年的
生长期，初次挂果处处可见。

58岁的村党总支书记朱大初穿梭于果
园中，扶住一个重约2公斤的蜜柚后喜笑颜
开。 他告诉记者，全村的果树今年已陆续挂

果，明年就能迎来一个小收成了。
掰开手指头， 朱大初把明年的小收成

算了一笔账： 专业合作社给价7元每公斤，
一亩60株果树， 一株2个果， 一个果1.5公
斤，亩产值将近1300元。“等再过3年，一株
树挂果20个左右，收入不得了!”站在一旁的
村党总支委员田新洲笑得眼睛眯成一条
缝，“柚子树的丰果期长达20年， 这就是村
里的‘绿色银行’。 ”

2015年， 张家界市移民局进驻二坊坪
村后，因地制宜，确定把种植三红蜜柚作为
扶贫产业发展。 4年来，全村种植三红蜜柚

共500亩，有建档立卡贫困户80户300人参
与种植，投入资金达100万元。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看到张家界市移
民局局长、 驻二坊坪村工作队队长郭铁军
来到家中， 黄家湾组的易冬庭顾不上晾晒
稻谷，立马迎了上来。 他家种了2亩三红蜜
柚，目前长势喜人，大部分已经挂果。

易冬庭告诉记者， 由于多年贫困导致
妻子王春先患有长达10年的抑郁症， 家庭
一度雪上加霜。 工作队进村后，通过心理疏
导、产业扶持等措施，易冬庭一家不仅顺利
脱了贫， 甚至连多年患病的妻子也病好如

初。
“要‘输血’，更要‘造血’。 ”郭铁军

说，产业有了，如果销售渠道不畅通，等
于是“白干”。 为了打通三红蜜柚的“出
口”，2016年12月， 在工作队的大力支持
下， 村里成立了慈利双联三红蜜柚种植
专业合作社，不仅负责技术指导，更负责
产品销路。

“有了合作社，我们种植信心大增。 ”种
植了6亩三红蜜柚的段堂志告诉记者，今年,
他家果树挂果率高达80%以上， 就盼望着
明年的小收成马上到来。

湖南图书馆十大馆藏字画
真迹首次亮相

湖南日报10月4日讯 （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羊 漾 杨 庆 怀 ） 近日 ， “湘楚墨韵 难得湖
图———湖南图书馆馆藏字画暨衍生艺术品展”
开幕式在湖南图书馆举行。 经过网络票选， 该
馆十大馆藏字画真迹首次与公众见面。

本次展览包括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网络投
票选出来的“湖南图书馆十大馆藏字画” 真迹，
包括齐白石的 《寿字八仙图轴》、 徐悲鸿的 《双
马图轴》、 何绍基的 《苏东坡石鼓诗屏》 等； 第
二部分是今年以来湖南图书馆与社会力量合作
开发的218件衍生艺术品， 包括馆藏古旧字画高
仿品系列、 竹编等儿时玩具系列、 生活装饰用
品系列、 彩陶首饰系列等。

据湖南图书馆馆长贺美华介绍， 该馆馆藏
古籍达80余万册， 包括宋元刻本27种、 古旧字
画7700余件、 民国文献10余万册， 古籍藏量居
全国图书馆前列。 由于条件有限， 这些珍贵的
文化遗产长期沉寂于库房。 本次展览将真迹展
览和衍生艺术品开发相结合， 旨在让古籍字画
走进市民生活， 真正“活” 起来。

据悉， 本次展览将持续到10月7日， 字画真
迹区域每天限300名观众参观， 感兴趣的观众请
通过“湖南图书馆” 微信号预约。

“吃药”就能控制肿瘤

又一抗癌新药入湘
湖南日报10月4日讯 （记者 李传新） 备受

期待的新一代靶向药盐酸阿来替尼胶囊 （Alec-
tinib， 商品名安圣莎） 已进入湖南市场。 患者
靠“吃药” 就能有效地治疗控制肿瘤， 让肺癌
变为慢性病渐渐成为现实。 9月30日上午8时，
常德的张先生得知新药盐酸阿来替尼胶囊上市
了， 第一时间咨询医生， 医生根据他的情况建
议使用盐酸阿来替尼胶囊， 并开具处方， 通过
维安大药房购买了此药， 成为湖南首位使用盐
酸阿来替尼胶囊的患者。 据了解， 省内患者可
到国药控股湖南有限公司在当地设立的维安大
药房咨询购买此药。

肺癌是最常见的恶性肿瘤， 发病率、 死亡
率均居恶性肿瘤的首位， 号称“第一癌症杀
手”。 肺癌患者中80%－85％属于非小细胞肺
癌， 其中ALK （间变性淋巴瘤激酶） 阳性非小
细胞肺癌是一种比较罕见但非常凶险独特的肺
癌亚型， 患者平均年龄比较低， 大多数患者对
化疗药物响应不理想， 并伴有复发风险高、 脑
转移发生率高、 预后差等问题。 安圣莎用于一
线治疗ALK阳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中位无进
展生存期 （PFS） 时间达到34.8个月， 是现有治
疗方案近3倍， 并可以将患者脑转移的风险降低
84%， 将疾病进展或死亡风险降低一半以上。
据了解， 此药每盒售价49980元， 后续将公示有
关慈善援助政策。

用创新育创新人才
湖南日报10月4日讯(记者 余蓉)在刚刚结

束的2018年“挑战杯———彩虹人生”全国职业学
校创新创效创业大赛中，湖南信息职院教师邹华
指导的《“英雄梦”原创智能电子产品》学生竞赛
项目获得全国三等奖。 今年，邹华指导的学生在
省内外的创新创业大赛已获7个奖项。

为何邹华指导的学生都这么“牛”？ 源于她
创建了“基于互联网思维的高职院校345创新创
业人才培养模式”，即在互联网思维导向下，整合
优化教育资源，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具体内容
为：“3”即坚持三年不断线培养，把创新创业教育
融入贯穿到整个教育教学全过程。“4”即构建

“教育-实践-孵化-研究”四位一体的课程体系。
“5”即促进五个对接，即专业与产业对接、课程内
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
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对接、职业教育与终身
学习对接。 目前这种培养模式在湖南信息职业
技术学院实施效果很好，2016年邹华还被聘任为
湖南省教育厅大学生创新创业导师。

� � � � 湖南日报10月4日讯 （记者 王晴 通
讯员 邓亚杰）9月28日上午， 在岳阳市君
山区北闸排渍口，该区工作人员正在对连
通河道进行清理，漂浮物、水葫芦、岸边的
杂草垃圾等一一被清理。 这是君山区全面
整治排渍口专项行动的一个缩影。

君山区在全面建立“河长制”、抓好
河流水域日常管理的同时，着重抓好“长
江入口”的管理。对全区长江排入口进行
摸底调查后，针对北闸电排、矮围电排、
东闸电排、桑园电排等8个排渍口，制定
“一口一策”，实行属地管理原则，明确责
任单位和责任人， 进行岸坡沟渠清淤清

杂，管控生活、农业面源污染，减少污水
废水进入沟渠，实现源头管控，并加强巡
查、保洁和水质达标管理。为保证责任落
实， 该区河长办还与各责任单位签订责
任书， 将落实情况纳入各责任单位全年
绩效考核内容。

为从根本上解决入江水质问题，君山
区大力推广清洁循环生产方式，完成农业
专业化统防统治6万亩，推进生猪退养、牛
羊淘汰和天然水域严禁投肥投饵等专项
行动， 长江沿线500米内的43家养殖场实
现全面退养。 加大污水处理系统建设，在
改水改厕基础上，将在各乡镇配套建设农

村生活污水收集处理项目。“我们正在加
班加点抢抓工期， 尽快完成管网铺设，使
附近生活污水全面纳入污水处理系统。 ”
在君山区旅游路旁，该区中心城区污水管
网二期工程正在加紧施工。 项目负责人介
绍， 该项目将覆盖君山区旅游路沿线近6
平方公里的区域，可基本实现该片区的雨
污分流。

目前，君山区已完成长江岸坡清杂扫
障28600米，岸坡及渠道清理打捞垃圾193
立方米， 新建农业废弃物收纳池26座、化
粪池26座，有效提升了全区排渍口排放长
江的水质标准。

秸秆打捆“变宝”
田间不见“狼烟”

湖南推广秸秆机械化综合利用

湖南日报 10月 4日讯 （记 者 张 尚
武 ）农业机械助力，打赢“蓝天保卫战”。
9月29日， 省农机化技术推广站在浏阳
举办水稻秸秆机械化综合利用演示活
动，引来四乡八邻的农民交口称赞：秸秆
打捆“变宝”，再也不用田间焚烧了。

活动现场位于大瑶镇袁家湾村 ，省
市农机推广站组织收割机、耕整机、秸秆
打捆机、生物质制肥机等20多台大中型
机具，分别进行演示。 记者看到，随着机
械流水般作业，秸秆“打捆、转运、粉碎、
制肥”有序完成，全程实现机械化。 当地
的农机操作手李春明告诉记者， 一亩中
稻产生的秸秆达500公斤， 制成有机肥
可卖300元， 农民再也舍不得白白焚烧
了。

以往每到秋收时节，水稻秸秆处置颇
费劳力， 农民随意焚烧， 田间“狼烟四
起”，影响大气环境质量。 近几年，省农机
部门着力解决秸秆综合利用难题，组装各
类新机具，现场演示到田间，大力推广秸
秆制肥还田全程机械化技术，采取“釜底
抽薪”的方法灭“狼烟”，省城长沙的空气
质量逐年变好。

省农机化技术推广站站长王洪明介
绍，该站依托中央及省级财政资金，连续
4年实施“秸秆机械化还田及综合利用推
广示范项目”， 累计在长沙、 浏阳等26个
县（市区）试点，推广秸秆捡拾打捆机、生
物质制肥机等新机具，示范面积2.6万亩，
带动全省水稻秸秆综合利用面积近30万
亩。

湖南财信金控牵手衡阳

打造百亿产业
基金集群

湖南日报10月4日讯 （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王婷） 9月29日， 湖南财信金融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 （简称“财信金控”） 与
衡阳市签署产业投资母基金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 共同发起设立规模为30亿元的衡阳
市产业投资母基金 （简称“衡阳市母基
金”）。 衡阳市产业投资母基金将通过母
子基金联动， 力争打造百亿元产业基金集
群。

同时， 湖南省财信产业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简称“财信产业基金”） 作为衡
阳市产业投资母基金的管理机构， 还与
启迪科服和天图资本分别签署了子基金
发起人协议， 拟发起设立8亿元的“启新
和康健康产业基金” 和10亿元的“现代
农业及消费品创新产业基金”。

财信产业基金是湖南省内唯一同时
具有财政背景和地方金融控股平台资源
的国有专业股权投资和资产管理机构 ，
为财信金控着力打造的产业投资业务板
块。 湖南财信金控按照“精干主业、 精
耕实业” 的发展方略， 发挥金融全牌照
和资源整合优势， 多渠道发力， 借组建
省新兴产业投资基金及衡阳市母基金的
契机， 将优质项目引入衡阳， 支持实体
经济发展。

精准扶贫在三湘

黄精葱葱是“黄金”

蜜柚累累好“蜜景”

� � � � 10月4日，永顺县小溪镇小溪村，供电公司员工在架设10千伏新建线路。国庆节假期，永顺县
供电公司多数员工放弃与家人团聚，坚守岗位，力争早日完成永顺县2018年农网改造任务。

全进芬 向勤 摄影报道

国庆假期
电网建设施工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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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山区专项整治排渍口

岳阳市洞庭湖北部
地区补水工程开工

邹华创建“345人才培养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