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迎老乡 回故乡 建家乡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邢骁

他乡纵有千般好，也敌不过浓浓乡愁。
8年前，在德国打工多年的谭智钢放弃

高薪工作， 毅然返回家乡———长沙市芙蓉
区东湖街道东湖村创业。

8年创业，一路铿锵。如今，谭智钢在当
地小有名气，成为东湖村村民致富的“带头
大哥”。

返乡创业起波澜

37岁的谭智钢话不多， 可想法多，不
喜欢走寻常路。2010年， 东湖村掀起一阵
波澜：谭智钢回来了！

本来，谭智钢的生活很安逸，在德国一
家中餐厅做厨师，年收入达20多万元人民
币。放弃高薪工作回村，村民们不理解，觉
得他“犯迷糊”。

“做梦都想‘归园田居’，这份情感是贴
着乡土生长起来的，有根扎着。”背井离乡
多年，谭智钢乡愁难觅，早已归心似箭。

刚返乡时， 芙蓉区有关方面“三顾茅
庐”给他支招：“能不能干老本行，在村里开
农家乐？我们会尽可能提供支持。”

“村里不差客源，农家乐成本不高，有
利润空间。”听完分析，谭智钢心里有了底。

区里建议他选在金山度假村旁， 那里人流量
大。差资金怎么办？区里给他牵线搭桥，争取
免息创业资金……

有了支持，谭智钢进入创业“快车道”。
运营第一年，农家乐毛利润就达到100多万
元。

2011年开始，谭智钢扩大创业面，新开
了茶楼， 还入股了朋友办的一家农业科技公
司，做冷冻牛肉批发。期间，区有关部门继续
帮他争取政策、资金等方面支持。

带着乡亲一起干

当时东湖村还是一个贫困村，看着不少
乡亲“挨穷”，谭智钢心里五味杂陈。农家乐
开业前，他主动找村支两委商量，将招工范
围缩小在本村， 帮村民就业、 增加收入。当
年， 进入谭智钢农家乐工作的23位村民，一
方面通过流转土地获得租金，一方面通过打
工赚薪金，实现了“一地生两金”，人均月增
收1000多元。

2015年，长沙市加快“城中村改造”。大
拆违后，东湖村众多拆迁户面临就业问题。谭
智钢寻思着找一个更大的项目， 帮助更多乡
亲解决就业问题。他找来村民石勇、李勇汉、
庄能等人商量，计划抱团创业、扩大就业。去
年，谭智钢等人投资8000多万元，在长沙县

干杉乡创办环通物流园。物流园占地200亩，
预计4年能收回投资。

“如今村里脱贫致富，小谭功不可没！”
村支书罗树强竖起大拇指。

“富口袋”更要“富脑袋”

10月中旬的一天， 阳光撒向环通物流
园。这里一派繁忙，货物分检有条不紊，运输
车辆川流不息……

披上一件外套，谭智钢出了门。这几天，
他有一项特殊任务：为志在创业的东湖村村
民分享“创业经”。

“农民创业者多不多？”一位大姐问。“党
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出台
了一系列惠农政策。不难发现，外出务工人
员现在开始‘回流’创业，人数不少。”谭智钢
回答。

“想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富脑袋’比
‘富口袋’更重要。”此前，谭智钢已不定期对
村民进行创业技能培训， 替他们出谋划策，
还带着他们参观村里创业一条街、观摩自己
的环通物流园，组织他们和创业成功者交流
经验。

去年， 谭智钢当选为芙蓉区政协委员。
他说，自己有两项任务，将村里的“好声音”
传出去，把村外的“金点子”带回来。

谭智钢放弃国外高薪返乡创业———

“老家天地更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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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高质量 在湖南“六稳”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黄婷婷

进入四季度，霜降已过，气温下降，消
费市场却是一番热气腾腾的景象。

前三季度， 全省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增长9.2%，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11010.5亿元，同比增长10.2%，消费
品市场整体保持平稳增长态势。

其中，家具类、化妆品类和通信器材类
等升级型消费同比分别增长20.7%、13.5%
和13.1%。

老百姓的“钱袋子”越来越鼓，我省迎
来消费升级新时代。

消费升级，势不可挡
据统计，前三季度，在粮油食品类、烟

酒类、 服装鞋帽类和日用品类等基本生活
品类商品均保持平稳增长的同时，家具类、
化妆品类和通信器材类等升级型消费同比
分别增长20.7%、13.5%和13.1%。

中高端商品越来越受到消费者青睐。
今年国庆期间，常德对万达广场、和瑞欢乐
城等11家重点商场、 超市进行监测统计，
销售额较去年上涨10.5%，服装、黄金引领
整个节日消费市场。

轻奢和奢侈品牌的消费人群也在不断
扩大。9月30日，长沙百联奥特莱斯购物广
场试运营，PRADA、VERRI、LIUJO、AMK
等国际名品以及GAP等流行品牌共230家
品牌入驻，刚开业游客便蜂拥而至。

随着居民对生活品质要求的不断提
升，服务消费出现提质扩容的趋势。互联网
和相关服务业、 广电影视制作业等行业顺
应人们的需求，保持两位数的增长。

“80后”“90后” 接棒成为购物主力军
后，消费更趋个性化、多元化，愿意为优质

的服务买单。
以对顾客服务“无微不至”而著称的海底

捞，24小时热销不间断；“好呷鬼”们在茶颜悦
色奶茶、文和友老长沙等“网红”餐饮店前排
起长龙；凭借舒适的就餐环境，岳阳步步高新
天地店、 百盛等商业综合体内餐饮店铺的节
假日上座率均达93%以上。

我省居民对住房的需求不减。 受去年同
期增速走低及今年三四线城市销售较旺影
响，前三季度，全省商品房销售面积5944.26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6%，增速比去年同期
加快3.2个百分点。其中，住宅销售面积增长
12.8%，住宅销售额同比增长30.7%。

打响“湘字号”，扩大进口商品
消费者一方面对进口中高端产品需求旺

盛， 另一方面追寻着最乡土最原汁原味的特
产，长沙火宫殿、岳阳井水巴陵连锁店等本地
特色品牌生意红火。

省商务厅抓住契机，积极打响“湘字号”
品牌，开展“湘品走天下”促销活动。湘菜、湘
酒、湘茶、湘瓷、湘绣、湘米、湘油等湖南名优
特产在国内外市场的份额进一步扩大。

流沙河的花猪肉、安化的黑茶、果秀的罐
头、金健的米、裕湘的面……在今年7月24日举
行的“湘品入沪———2018年湖南名优商品（上
海）展示交易周”上，359家湘企的1800多种湘
品通过“湘品入沪”平台入驻上海市场，与上海
才众餐饮、上海润稼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等企
业签订团购、采购协议金额超60亿元。

同时， 我省着力搭建内外融合的国际消
费新平台， 满足居民对中高端进口消费品和
服务的需求。

目前， 长沙市已获批全国跨境电子商务
综合试验区，长沙进口药品、进口水果、进口
粮食、进口食用水产动物、冰鲜水产品等口岸

以及岳阳城陵矶汽车进口指定口岸， 正在积
极扩大汽车、水果、海鲜等消费品进口。

步步高、 友阿等本省大型零售企业也在
开展海外购，加强与跨国零售商、国际知名品
牌企业合作，提升进口商品和服务品质。

推进“互联网+”，培育消费增长点

10月19日印发的《湖南省消费升级行动
计划》提出，力争到2020年，全省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年均增速超过9.6%，网络零售额占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超过20%， 服务
消费比重进一步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基本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省商务厅副厅长肖彬表示，今年第四季
度，我省将继续全力推进商贸流通“千百工
程”实施，深入推进“互联网+商贸流通”专项
行动。

在培育壮大100家重点零售企业、100家
重点批发企业、100家重点餐饮企业、100家
重点酒店、100家重点电商企业， 新建改造
100个商贸流通综合体的基础上， 我省将在
中高端消费、绿色消费、循环消费、共享消费
等领域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

农村市场不容忽视， 随着交通物流、信
息技术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电子商务迅速
延伸拓展，农民消费潜力逐渐被激发出来。

肖彬表示，接下来，我省将抓紧构建现
代供应链，提升城乡物流配送效率，推进全
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

为增强网络消费服务体验，我省将举办
“湖南网购节”等活动，建立“电商扶贫特产
专区”，推广“湖南电商扶贫小店”平台，打造
网销“一县一品”农特产品品牌，促进城乡网
络消费增长，充分满足消费者“注重品质、强
调效率、要求体验”的消费升级需求。

消费升级逐浪高
———前三季度全省经济形势观察之四

湖南日报10月26日讯 （记者 王晗 ）今
天，长沙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发放首批智
能网联汽车开放道路测试号牌， 并公布了首
期开放道路测试路段。

据了解，这次发放号牌，涵盖智能驾驶公
交车、乘用车、环卫作业车与自动驾驶重卡4
类， 分别发放给湖南中车时代电动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长沙
酷哇中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智能驾驶
研究院有限公司。 其中湖南中车时代电动汽
车股份有限公司推出的智能驾驶公交车，是
全国第一个获得智能网联汽车开放道路测试
号牌的自动驾驶公交车。 获牌车辆将被允许
在指定的智能网联汽车开放测试道路上行

驶， 具体路线为湖南湘江新区智能系统测试
区-学士路-莲坪路-含浦大道，全线长约7.8
公里。

智能网联汽车产业是长沙市“三智一自
主”（智能装备、智能网联汽车、智能终端、自
主可控及信息安全）产业布局重中之重。今年
4月，长沙市已在全国率先出台智能网联汽车
道路测试管理实施细则。目前，该市已有27家
企业获评为国家级智能制造示范企业及专
项，数量居全国省会城市第一。湖南湘江新区
已集聚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重点企业191家，
其中算法、芯片、大数据、传感器等基础层企
业占80%。 今年1至9月，191家重点企业共完
成产值104.6亿元，同比增长16.7%。

长沙发放首批智能网联汽车
开放道路测试号牌

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镜观其变

1979年， 郴州市商业综合商场，12吋
的黑白电视机紧俏，卖电视机的商柜前挤
满了围观的市民。 周建生 摄

电视机：从奢侈到日常
当电视机早已成为一件普通生活电器

的今天， 你可知道电视机曾是昂贵的奢侈
品，需要凭票抢购。上世纪70年代末，购买
一台12吋的黑白电视机需要400元左右，
是一个职工将近一年的工资。2017年我省
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5500元，一个月的工
资就可购买一台65吋的智能电视机。

湖南日报10月26日讯 （通讯员 王小益
记者 刘文韬）10月22日至26日，全省人大信
访干部学习班在长沙举办。 省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王柯敏出席学习班经验交流活动并讲
话。

举办此次学习班， 是省人大常委会加强
对市、 县两级人大信访工作联系指导的重要
安排，也是落实常委会党组提出的“以大学习
增强新本领，以真调研展现新作为，以严管理
树立新形象”的具体举措，旨在推动全省人大
信访系统不断适应改革发展要求， 进一步做
好新时代人大信访工作。

王柯敏强调， 全省各级人大常委会要切

实提高思想认识和政治站位， 真正把信访工
作当成一项重要的经常性工作， 密切联系广
大人民群众，认真处理群众的申诉和意见，切
实保障宪法法律赋予公民的各项权利。 要根
据中央精神和省委要求， 深刻领会涉法涉诉
信访改革的重大意义， 准确把握涉法涉诉信
访改革的精神实质， 积极推动涉法涉诉信访
问题导入司法程序，回归法治轨道解决。各级
人大常委会信访部门要聚集合力， 着力在加
强沟通协调、推动“事要解决”上下功夫；补齐
短板，着力在深化综合调研、服务常委会履职
行权上下功夫；创新思路，着力在争取领导重
视、加强自身建设上下功夫。

湖南日报10月26日讯（记者 苏莉 通讯员
陈熙）今天下午，由省工商联主办、湖南三湘银
行承办的“三湘民营企业家论坛”在长沙举办。
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张健出席。

论坛旨在促进和深化湖南乃至全国民营
企业家之间、 民营企业家与政府及专家学者
的交流、协调与合作，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
发展，打造省工商联服务会员企业、破解融资
难题的品牌活动。

张健在致辞中指出，40年来， 湖南民营
经济与改革开放相伴相生，从无到有、从小到
大、从弱到强，为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
了积极贡献。当前形势与条件下 ，广大民营
企业要抓住发展机遇，借力金融、稳中求进，

朝着具有全国乃至全球竞争力的一流企业迈
进，努力成为创新开放的领头羊、高质量发展
的排头兵。

围绕“今天，我们怎样做民营企业”主题，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三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梁稳根，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
师范大学教授韩晶，伦理学博士、华民慈善基
金会理事长卢德之作主题演讲。 北京大学教
授陈春花以《中国企业40年———企业家精神
驱动》为题作视频演讲。

论坛上， 省工商联与三湘银行签署战略
框架合作协议，未来三年，三湘银行将为省工
商联会员企业提供人民币600亿元的意向性
融资总额度支持。

“三湘民营企业家论坛”在长举办
三湘银行将为省工商联会员企业授信600亿

湖南日报10月26日讯（记者 陈淦璋）今
天，长沙银行、湖南大学联合发布《湖南县域
金融竞争力评价报告》称：排名全省前15名的
“金融强县”中，有7个属于长株潭地区，打造
金融核心圈、发挥金融龙头作用意义重大。省
政协副主席戴道晋出席发布会。

《湖南县域金融竞争力评价报告》是国内
首个全面、 深入研究县域金融发展问题的专
题报告。报告显示，长沙县、浏阳市、宁乡市、
吉首市、湘潭县、邵东县、醴陵市、湘乡市、新
化县、耒阳县、攸县、澧县、祁阳县、冷水江市、
隆回县位列县域金融竞争力前15强。我省县
域金融发展不平衡明显，87个县域地区平均

存贷比（注： 数值越高反映金融越活跃）为
0.48，其中浏阳市的存贷比高达0.78，但不少
县域地区的存贷比仍低于平均水平。同时，87
个县域地区存款余额、 贷款余额仅占全省总
规模的13.1%、10%， 金融支持经济能力有待
提升。

长沙银行作为我省首家A股上市银行，
与湖南大学多次合作，对经济金融问题开展
深入研究。 长沙银行董事长朱玉国表示，以
研究成果指导实际，该行将加快县域机构布
局，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加大产品
创新，为“三农”和县域特色产业提供更多金
融产品。

《湖南县域金融竞争力评价报告》发布
长沙县、浏阳市、宁乡市位列前三强

湖南日报10月26日讯（记者 严万达 通
讯员 肖立元 张维 ）今天，永州市举行重大
产业项目集中签约仪式，签约项目包括首期
投资总额达90亿元的永州天然植物提取物
高技术产业基地项目、永州军民融合产业基
地项目，前者已在当天开工，将建成目前国
内最大的植物提取基地。副省长吴桂英出席
并讲话。

永州天然植物提取物高技术产业基地由
广东新南方集团与永州市政府合作共建，瞄
准大健康市场对植物提取物产品的需求，首
期将建设年产5000吨植物提取物的生产集
群，建成后可年创产值120亿元。永州军民融

合产业园将以保利集团产业链为主导， 引进
年产值20亿元以上龙头企业3家以上、 产值
亿元以上骨干企业10家以上。

吴桂英指出， 湖南是中国药材资源蕴藏
量最大的地区之一， 尤以湘南和湘西地区最
为集中。 广东新南方集团是一家以中医药健
康产业为主导的现代化产业集团， 致力于构
建完善的中医药产业链。 永州要努力构建
“亲”“清”政商关系，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
切实为天然植物提取物高技术产业基地项目
和军民融合产业基地项目提供全方位、 全周
期贴心保障， 让项目在永州这片投资热土上
开花结果。

永州建设国内最大植物提取基地

湖南日报10月26日讯（记者 左丹 通讯
员 邹敏）今天，中南林业科技大学举行办学
60周年纪念大会。60年来， 该校已为国家和
社会培养了20万名高级专门人才，为我国现
代林业、 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
了重要贡献。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柯敏、 省政协党
组成员袁新华，全国政协常委赵东花，原环保
总局副局长祝光耀，中国工程院院士官春云、
尹伟伦、李坚、陈学庚、曹福亮、包振民等出席
庆祝活动。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1958年创办于长沙，
是当时湖南少有的几所本科院校之一。现为
湖南省人民政府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点

建设高校。2012年入选国家中西部基础能力
建设工程。在教育部本科教学水平评估和湖
南省研究生培养过程水平评估中均获“优
秀”。

该校曾五迁四址、五易其名，历尽坎坷，
但该校本科教学从未间断，1993年建立起本
科、硕士、博士、博士后教育的完整的人才培
养体系和学位授予体系， 在中国首创了经济
林、 家具设计与制造和森林旅游等特色学科
和专业，并长期保持明显优势。

目前， 该校已成为国内少有的同时拥有2
家国家工程实验室的高校， 国家重点学科数
量、近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及省部级科技奖
一等奖的数量等，均处于湖南省属高校前列。

中南林科大办学60年育才20万

王柯敏在全省人大信访干部学习班上强调

密切联系人民群众 认真处理申诉意见

10月21日，通程电器长沙市开福区伍家岭店，不同品牌、不同型号、功能齐全的电视机
让选购的市民“挑花眼”。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近年来，长沙市芙蓉区重视创新创业，
出台了鼓励创业的若干政策， 对创业者在
创业基地建设、融资等方面提供扶持，并建
立健全了创业服务体系， 提高了服务标准
化、专业化水平。同时，进一步深化商事制
度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降低市场准入门

槛；加大创业宣传力度，营造鼓励创业、宽
容失败的社会氛围，培育创业文化。

芙蓉区还通过举办 “春风行动”“就业
援助月”“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 等专项招
聘活动，搭建多个就业服务平台，为群众提
供就业帮扶服务。

■相关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