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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0月11日讯 （通讯员 何力
杰 记者 胡信松）10月10日， 湖南建工集
团捐建的雄安新区容城菜市场改造工程
交付使用，市场改造后墙美、路平、水通、灯
亮，当地政府与沿街百姓纷纷点赞。

据悉，容城是雄安新区党工委、管委会
的机关驻地和各大央企、 国企的集中承载
地， 湖南建工集团在雄安新区成立后第一
时间入驻，在与容城政府工作对接中，得知
容城菜市场是老城区唯一的菜市场， 由于
人流量大、年久失修，道路坑洼不平、雨污
排涝不畅， 已不能满足新区建设发展和群
众生活需要， 成为广大群众期盼解决的热
点民生问题。 湖南建工主动提出捐建容城

菜市场改造提质工程， 迅速组织了一支精
干高效的施工团队投入建设，仅用40天时
间就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了建设任务。工
程总投资850万元,�主要分为市政、 道路、
提升、电气照明及交通标识四大工程。

湖南建工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叶新
平表示，容城菜市场提质建设，开启了湖南
建工集团与雄安、容城携手发展的序幕，将
以此为契机， 发挥集团建筑业全产业链优
势，通过施工总承包、PPP等模式，积极推
进与雄安、 容城在各类工程建设领域的合
作，把企业在建筑设计施工运营、建筑垃圾
回收利用、 城市物业管理等方面的技术和
经验优势引入新区建设。

10月11日，慈利县零溪
镇锣鼓村恒鑫蔬菜种植有限
公司红菜薹种植基地， 村民
在栽种红菜薹。 该蔬菜公司
有红菜薹种植面积6000余
亩，带动500余名村民就业，
有效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
就业问题。 杨年春 摄

湖南建工集团助力雄安新区建设
捐建民心工程赢得各方点赞

湖南日报10月11日讯 （金慧）2018第
六届湖南国际老年产业博览会今天在长
沙开幕，为期3天，以“科学养老、健康养生、
孝心购物”为主题，展览面积达24000平方
米，吸引了国内外大型知名养老机构、服务
机构、金融机构、旅游机构带来近3500多
种老年产品参展。

“我正缺一个这样的好东西，既能当拐
杖，又能当椅子，还很精致。”60多岁的张
大爷在老年用品展厅内挑选产品， 对一个
智能拐杖爱不释手。该展厅内，包括轮椅拐
杖、保健产品、养生器械等老年用品一应俱
全，吸引了许多人选购。

展会现场， 组委会还联合了多家行业
协会和企业， 打造老年人的购物节、 艺术
节。观众除了参观展品、聆听专家解读、学
习养老知识外， 还能欣赏到由老年朋友们
带来的精彩艺术表演。

据了解，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截至
去年底 ， 我省60岁以上老年人超过了
1245万，比上年度增加了44余万，占全省
常住人口的18.16%，对此，我省不断加强
老年社会保障，加大社会救助力度，并构
建了“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
补充、 医养相结合” 的养老服务体系建
设。

2018年湖南老博会开幕

湖南日报10月11日讯（记者 王晗）今
天，湖南湘江新区梅溪湖国际新城核心区
城市发展轴带的桥头堡上，长沙金茂大厦
正式奠基开工。 一座约330米高的建筑将
拔地而起，这个投资35亿元的长沙河西第
一高楼将成为省会科技文化新地标。

据了解，该项目地处长株潭城市群两
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核心区和湖
南湘江新区中心地带，是2018年长沙市重
点项目之一。项目总投资约35亿元，占地

面积28亩，总建筑面积21万平方米，规划
建设一栋高约330米的超高层写字楼，计
划于2023年完成交付。

湖南湘江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作为
梅溪湖国际新城中轴线的首发项目以及制
高点，该项目整体定位为区域标杆、城市名
片， 将融合科技产业、 文化产业等多种业
态，建成后将有力推动区域发展、行业升级
革新， 对核心区乃至整个梅溪湖国际新城
都具有引领性作用。

长沙河西第一高楼将崛起梅溪湖

湖南日报10月11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张慧 刘圭） 长沙黄花国际机场今
日发布， 根据民航航班正常统计系统最新
数据， 长沙黄花国际机场9月的航班放行
正常率为89.64%，在全国21个主时刻协调
机场中排名第二。

据介绍， 中国民航局根据航班时刻资
源供给与需求的矛盾程度， 把全国机场分
为主协调机场、辅协调机场、非协调机场3
类进行分类管理。其中，北京首都、上海虹
桥、上海浦东、广州白云、武汉天河、长沙黄

花等21个机场为主时刻协调机场。
航班放行正常率， 即机场放行正常班

次与机场放行总班次之比， 是反映机场保
障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

9月， 黄花机场共保障进出港航班
15858架次，放行航班总计7725班。为了保
证航班正常，让旅客平安、正点出行，黄花
机场始终把确保航班安全运行和服务品质
摆在首位，充分发挥AOCC（机场运行控制
中心）的“大脑”优势，实现精准指挥控制，
持续改善运行环境。

黄花机场9月航班放行正常率达89.64%
位居全国21个主时刻协调机场第二

湖南日报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陈咏涛 刘魁春

“黄队长来啦，快到家里坐坐！”
10月2日上午10时许， 在湘南偏远山

区衡阳县界牌镇上塔村六斗垅组， 村民伍
仁辉正在自家猪场建设工地忙活， 看到前
来走访的衡阳市政府办驻村扶贫工作队队
长黄凯，热情招呼。

黄凯告诉记者， 上塔村由原上塔、高
山、平田3个村合并而成，为省级贫困村。经
多年努力， 现在该村已具备退出贫困村的
条件，村里正准备提出申请。

伍仁辉原是建档立卡贫困户，2017年
底脱了贫。他告诉黄凯，他请了几个村民改

建猪舍。“第一栋猪舍和沼气池基本建好了。”
伍仁辉说，其养猪场计划建5栋猪舍，建成后
可养殖生猪400余头。

“母猪只能一头一栏， 多了就会相互撕
咬。”伍仁辉在长沙学过兽医技术，养猪内行。

“我能办猪场，要感谢老李。”伍仁辉说，
老李叫李育全，在衡阳市政府办工作，是他的
结对帮扶人。

今年47岁的伍仁辉懂技术，人又勤快，
按理说不应该成为贫困户。 但他家位于海
拔800多米的高寒山区，地处偏僻、土地贫
瘠，他很早就辍学打工，曾误入传销，陷入
困境。

2016年， 李育全对伍仁辉说：“你懂养
猪，何不办个养猪场？”

“我没有本钱啊。”伍仁辉无奈地说。
“我借给你3万元，你自己再去凑一点，办

法总比困难多。”李育全说。
在李育全鼓励和帮助下，当年,伍仁辉买

回一批猪仔，开始在邻近的集兵镇办养猪场。
第二年， 伍仁辉住进了界牌镇易地扶贫安置
区，猪场也初具规模，仅母猪就养了28头,并
很快脱贫还了借款。

六斗垅组远离闹市，空气清新。今年初，
伍仁辉产生了回六斗垅办生态养猪场的想
法。 李育全把伍仁辉归还的3万元又借给他，
乡亲们也很支持他。今年7月中旬，设在六斗
垅组的新猪场动工建设。

“我终于靠自己的双手脱贫摘帽，睡觉安
稳了，脸上也有光了。”伍仁辉对黄凯说。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上官智慧

慈利县二坊坪镇高溪村秋意渐浓，而
近日一场讨论激烈的脱贫攻坚建言献策座
谈会，把村里顿时搞得热乎了。来自全国各
地、各行各业的9名高溪籍致富能手，在这
一天赶回，用“金点子”为家乡的发展建言
献策。

“我们是富硒地区，为何不做富硒柑橘
呢？” 年近50岁的周跃清是浙江金华汽配
加工厂老板，他说，慈利的富硒品牌已经打
响，村里完全可以靠“傍大款”的方式发展
富硒柑橘，从概念上做文章。

这一“金点子”引起了帮扶单位张家界

市移民局驻高溪村第一书记张益民的兴趣：
“卖富硒农产品的点子很好落地，富硒柑橘可
以搞起来！”随后，围绕柑橘的讨论变得热烈
起来。

“柑橘产业的前期工作马上启动，缺口资
金10万元我来落实。”扶贫工作队队长、张家
界市移民局局长郭铁军围绕选址、定位、品种
进行了现场追问， 最终明确了项目启动责任
人和完成时间等事项。

有将近20年家电销售经验的杨翼辰说，
高溪的种植产业已初具规模， 但眼光不能只
放在单纯的种植方面，而应成立专业合作社，
与消费市场直接挂钩，让老百姓的“钱袋子”
鼓起来。

“建议‘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做铝材加
工的田广军的话音未落，立马掀起会场高潮。
他说，要充分利用活水资源，借助一半高山一
半低丘的地理环境，发展“垂钓+徒步”的户
外休闲农业。

“保住了生态，又鼓了钱袋子。必须拟定
项目的可行性方案，立即启动。”在大家的讨
论声中，扶贫工作队当机立断。以“垂钓+”的
“休闲农业”成为“富硒柑橘”后第二个在会上
敲定的扶贫产业。

随后，“电商平台” 等意向产业项目也被
一一落实到责任人。

“有了这些‘金点子’，脱贫致富不再难。”
村民周海龙乐呵呵地说。

养猪脱贫 脸上有光

找“金点子” 甩“穷帽子”

精准扶贫在三湘

蔬菜大田
绿油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