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迎老乡 回故乡 建家乡

湖南日报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唐世日 刘明政

秋风中翻滚着金黄的稻浪， 空气中飘来
缕缕水稻的清香， 联合收割机在田里来回
穿梭，一袋袋金黄的稻谷正等待装车。10月
11日，记者走进江华瑶族自治县白芒营镇车
下村，见到人称“独臂哥”的伍光春，正组织
机械、劳力在他的千亩有机稻基地进行机械

收割。
今年54岁的伍光春是仙石村本村人。

2011年，伍光春在村里建鸡场接电时，左手不
幸被电击受伤遭切除，成了一位“独臂哥”。
身强力壮的瑶家汉，一下成了残疾人，他痛不
欲生。重活不能做，家里收入也锐减。2014年，
伍光春一家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

家有80多岁的父母和常年生病的妻子，
孩子还没有成家立业， 养家的重担伍光春不

能不扛。怎么办？倔强的伍光春，没有自暴自
弃，而是不等、不靠，想方设法寻找脱贫的奋
斗新路。

2015年，通过镇、村工作人员牵线搭桥，
伍光春与江华同丰粮油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签
订瑶山有机水稻种植协议。 他与两位朋友合
伙，在白芒营镇车下村、沱江镇大山寨村流转
闲置水田，种植瑶山有机水稻。

荩荩（下转2版②）

民族魂 奋斗曲
———新时代的奋斗者

大地铺金
稻谷飘香

� � � � 10月13日，益阳市赫山区，大片稻田已经金黄，陆续进入收割期。近年来，该区以“优化供给、提质增效、农民
增收”为目标，优化粮食区域布局，调优粮食品种结构，提升粮食产品质量，常年粮食播种面积在120万亩左右，
总产量超5亿公斤。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田甜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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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高质量 在湖南“六稳”

湖南日报记者 周勇军 鲁融冰
通讯员 张雅兰 覃正文

金秋时节， 记者走进桃源漳江工业园湖
南三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见员工们在忙着
进行产品调试。公司董事长刘海雄告诉记者，
这是一条总投资2000多万元的高性能履带全
自动智能生产线， 力争在2019年4月投入使
用，主要生产坦克、挖掘机、收割机等履带，可
年创产值3.5亿元。

沿海开眼界，闯进履带业
出身农家的刘海雄，14岁就辍学到一家

铁匠铺做学徒。3年出师后， 他在桃源县牛车
河镇开了一个铁匠铺。

1997年元宵节， 听说福建泉州有一种先
进的打铁设备， 当时21岁的刘海雄坐火车过
去，打算买一台回来。沿海城市的繁华，让这
个初出家门的年轻人大开眼界。 他不甘心做
一辈子铁匠，决定留下来闯荡一番。经在当地

一家锻造厂打工的表哥举荐， 他进厂当了一
名技术员。

刘海雄很聪明，又肯钻研。经不断摸索，
他改进了锻造模具， 为工厂节省不少原材
料，受到老板赏识。接着，他自费买来电脑，
学会了CAD（计算机辅助设计）制图。8年过
去，这家只有15人的锻造厂扩大至700多人，
刘海雄也晋升为分管技术、生产和销售的副
总经理。

荩荩（下转4版②）

湖南日报记者 邢玲
通讯员 宋铁山 彭哲夫

中国第一、 世界第五的铝电容器制造
商艾华集团二期工程全面铺开；集纺纱、织
造及印染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毛巾生产企业
吉祥家纺项目开工，年内可完成投资2.62亿
元； 采用国际先进技术和最高等级标准建
设的芙蓉云计算数据中心项目， 已完成地
下双路由综合管廊等土建工程……

前不久， 全国人大代表益阳小组及部
分省人大代表就益阳市重点项目建设推进
情况进行专题调研，看到的是百舸争流、千
帆竞发的喜人场景。

“节会经济”发力
9月19日，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

会宣布， 第二届生态农业智慧乡村互联网
大会暨周立波诞辰110周年纪念会，将于10
月22日至24日在益阳市举行。

益阳市决策者认为，“节会经济” 对区

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形象提升有着较大
拉动效应。这两年，益阳市以节为媒主攻招
商，收获颇丰。

去年4月，益阳市首届“汇智聚力建设
益阳”恳谈会上，集中签约项目40个，合同
引资158.6亿元。 签约项目主要涉及工业制
造业、第三产业以及新能源产业等；6月，湖
南·益阳首届洞庭湖生态文化旅游暨水上
运动节期间，集中签约重大项目16个，合同
引资863.2亿元；11月，首届生态农业智慧乡
村互联网大会上，现场签约重点项目23个，
合同引资303亿元……

今年来，通过举办院士专家益阳行、第
二届“汇智聚力建设益阳”恳谈会等节会及
参加2018湖南－长三角经贸合作洽谈周
等一系列活动，至8月底，益阳市新签约项
目191个、新开工项目165个、新投产项目
147个， 分别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95.5%、
97.1%、94.8%； 引进境内省外资金265.93
亿元，同比增长17.5%，增速居全省第三；
实际利用外资2.1亿多美元 ， 同比增长

25.13%，增速居全省第三；引进市域外资
金形成固定资产投资387.11亿元，同比增
长22.60%。

在“敞开大门”的同时，益阳也注重守
好“门槛”，紧盯世界500强、中国500强、民
企500强，引进了一大批有影响、上规模的
产业项目和领军型龙头企业。 今年头9个
月，已对接落地“三个500强”企业投资产业
类项目6个，总投资34.3亿元。

项目跑步落地
作为益阳市今年“一号项目”，总投资

达60亿元的天意木国自签约之日起， 便不
断在刷新着纪录。今年3月19日正式签约，5
月18日展馆建设动工，9月28日正式开业，
短短半年，天意木国完成了面积4万多平方
米的场馆建设、 上万件奇根珍宝陈列。项
目建设关键时候， 现场有700多人轮班施
工，上万件国宝级根雕艺术品“跑步”进入
了益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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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 更快 更优
——益阳推进产业项目建设纪实

履带“开路” 回乡兴业
———记湖南三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海雄

湖南日报10月13日讯 （记者 沙兆华
通讯员 姜浪 ）10月12日傍晚，2018年第
三届雅加达亚洲残运会田径比赛女子
T37/38级跳远决赛中，我省选手文晓燕凭
惊艳一跳锁定金牌。至此，此届亚洲残运会
中国体育代表团湖南运动员的比赛全部结
束。湖南运动员在比赛中共斩获7枚金牌、
9枚银牌、3枚铜牌，并打破3项亚洲纪录、
6项亚洲残运会纪录， 充分展示了残疾人
体育“湘军”的风采。

此次我省有射击选手黄兴、杨超，田径
选手危恩龙、蒋芬芬、文晓燕等9名运动员

征战亚洲残运会， 他们在赛场上以奋勇的
拼搏、坚定的信念，诠释了我省残疾健儿的
体育精神。 危恩龙时隔8年再次征战亚洲
残运会，在F46级铅球决赛中投出15.67米，
刷新亚洲残运会记录。黄兴和杨超在射击
25米运动手枪慢加速项目包揽金银牌。女
子T37级运动员蒋芬芬和文晓燕在田径
赛中各赢得2枚金牌， 成为该级别的湖南
“双子星”；此次大赛中，新队员也得到了
很好的锻炼， 取得不俗的成绩，00后运
动员李威敢打敢拼，在田径赛场上摘取1银
1铜。

� � � � 湖南日报10月13日讯 （记者 奉永成
通讯员 罗舜爱 邓春林）“申报简单了，审
核提速了。”10月10日，长沙翰廷进出口贸
易有限公司的办税人员在办理完出口退税
手续后，对办税速度给予点赞。为完善出口
退税政策加快退税速度，9月25日，国家税
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以下简称：湖南省税
务局）出台了12条措施，优化办税流程，严
禁延误办税。措施实施后，企业办理出口退
税时间大大缩短。

为加快出口退税速度， 湖南省税务局
深入企业调研， 了解企业涉税需求。 制定
《关于加快出口退税进度有关工作的通
知》，出台“扩大无纸化申报试点范围”“推
行即报即办制度”“加快函调复函与退税
进度”“优化办税流程”“优化退税服务”“优
化承诺和限时服务措施”“严禁逾期复函”

“严禁随意发函”“严禁指标调配不到位”
“严禁因休假、工作交接不到位延误退税”
“提升站位”“信息管税”等12条举措，全力
推动实体经济降本增效、保持湖南外贸稳
定增长。

据湖南省税务局统计，12条措施的实
施， 可使我省95%以上的出口企业实现无
纸化退税申报，一类企业在出口退（免）税
审核系统中未被推送疑点且不涉及预警风
险信息的，税务部门当天即可开具《税收收
入退还书》， 企业1至2天就能收到退税款。
纳税人通过使用“湖南省网上税务局”出口
退税模块实行网上申报， 无疑点推送的可
“一次通过”审核。

我省将进一步简化出口退税手续、提
高退税审核效率，用无纸化申报、信息化服
务等方式持续提升办税效率。

� � � � 湖南日报10月13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刘玲）早上乘直通车去园区，下午
乘直通车返回学校———今年3月以来，株洲
动力谷自主创新园开通直达中南大学校区
的免费直通车，极大方便了专家、学生在园
区开展创新创业，加速了项目转换。截至
9月底，该园区已吸引逾3000“双创”人才
入驻，实现营收40.24亿元。

10月11日，2018年全国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活动周湖南省分会场活动， 在动力谷
自主创新园举行。记者在园区看到，研发中
心、加速器、创意独栋、动力谷大厦等生产
办公区建筑错落有致，众创公寓、蓝领白领
公寓、尚福餐厅等配套设施逐步完善。

“作为轨道交通配套企业，我们加入动
力谷大本营后，园区提供了诸多优惠，比如
办公区域租金减免等， 给了我们不少发展
动力。”园区企业株洲凯创技术有限公司相
关负责人介绍，该企业专为“复兴号”高铁

列车提供高压电缆总成核心部件。
动力谷科技创新服务中心主任鲁俊介

绍，自2015年8月开园以来，动力谷自主创
新园着重加强引资引智，多策并举打造“人
才洼地”，已有超过3000“双创”人才入驻
并开展创业沙龙、高工论坛、项目路演等创
新创业活动300余次。

引进来也走出去。园区与美国加州“硅
谷”、西雅图“云谷”及德国“碳纤维谷”建立
“四谷”联动机制，合作建立离岸创新中心，
在招才引智、 复合材料研发及应用等方面
开展国际合作。

截至9月底，动力谷自主创新园已有签
约企业163家，有15个高校、科研院所设立
了科研成果转化基地，黄伯云、欧阳晓平等
20名院士与园区的企业和项目进行技术
合作。 园区企业已授权的知识产权有630
项，累计实现营收40.24亿元，累计研发投
入2.91亿元。

� � � �湖南日报10月13日讯（记者 易禹琳）
今天上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张宏森一行考察马栏山文创产业
园，湖南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蔡振红
陪同考察。随后举行中国（长沙）马栏山视
频文创产业园部省共建合作协议签约仪
式， 副省长吴桂英代表湖南省政府同国家
广电总局签约。

在马栏山创智园、 马栏山视频文创园
管委会， 张宏森详细考察了产业园的园区

规划、项目建设和运营管理等情况，并对园
区打造“中国V谷”充满期待。

张宏森指出， 部省共建马栏山视频文
创产业园是推动新时代广播电视发展的重
要举措， 通过省部携手共建、 实现优势互
补，共同探索推动网络视频发展新路径，为
全国网络视频高质量发展、 创新性发展积
累经验， 广电总局将加大对产业园区的支
持和服务力度，确保协议执行见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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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出台12条措施
提速企业出口退税

可使我省95%以上的出口企业实现无纸化退税申报

株洲动力谷
引资引智打造“人才洼地”

逾3000“双创”人才入驻园区

国家广电总局将与湖南共建
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

决胜雅加达!7金9银3铜
亚洲残运会湖南健儿大显身手

� � � �年近半百，他成了“独臂哥”，痛不欲生，但他不等、不靠，
想方设法寻找脱贫新路———

“独臂种稻” 长袖善舞

高雅艺术进高校
10月13日，中央芭蕾舞团演员在表演芭蕾舞。当天，中央芭蕾舞团“2018年高雅艺术

进校园———走进湖南高校” 南华大学专场演出活动在学校礼堂举行。《古典女子四人舞》
《天鹅湖》《母亲》《红色娘子军》等芭蕾舞作品，让数千名师生感受了高雅艺术的魅力。

曹正平 肖与轩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