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机勃勃的韶山市高新区。 莫正德 摄

美丽的韶山乡黄田村文家屋场。 莫正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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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峰山下， 松柏苍苍；韶

河两岸，草茂花香。

2018 年， 在这片红色的

热土上，韶山人民认真贯彻落

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实施“党建领航工程”，发

扬“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

月换新天”的韶山精神，攻坚

克难，砥砺前行，用实干打造

了一座生态秀美、 产业兴旺、

功能完善、宜居宜游的幸福之

城。

今日韶山，红！

“这是国内首台套废铅酸蓄电池破碎
分选及资源清洁再生工艺装备，产品填补
了国内空白。 ”2018 年 12 月 25 日，在全
省经济工作会议上，湖南江冶机电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的“铅绿色再生产业技术突破
及湖南省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发展”项
目荣获全省产业项目建设年“五个 100”
十大重大科技创新优秀项目，董事长吴光
辉谈起未来信心满满，“项目达产后，预计
新增销售收入 10 亿元以上， 实现利税 2
亿元以上，产品将出口印度、越南、伊朗等
5个国家及香港地区。 ”

韶山市突出企业科技创新的主体地
位，积极引导企业按照“创新引领始于足
下”的发展思路，通过抓科技项目，抓转型
升级，抓知识产权，抓成果转化，多措并
举、多点联动，不断强化企业自主创新能
力，持续迸发出强劲的发展新动能。 以省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县为契机，围绕先
进装备制造、食品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
产业，牵线省内外知名高校，促成恒欣实
业与中南大学、 江冶机电与湘潭大学、贸
翔科技与北京化工大学谭天伟院士的政
产学研合作。 建立财政科技投入增长机
制，科技专项经费每年增长 10%。

恒欣实业“无极绳连续牵引车”、江冶
机电“废旧免维护铅酸蓄电池的破碎分离
技术的创新研究”成功入围湖南省“百项
专利转化推进计划”；远东钢模“液压隧道
仰拱作业台车”、华进科技“油气输送管管
端智能焊缝修磨机器人”、新韶光“矿物质
绝缘防火电缆”成功入选湖南省“百项重
点新产品推进计划”； 江冶机电和四棱数
控新认定为湖南省小巨人企业；“优质猪
肉加工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示范”获得省
自创区重点专项支持，恒欣实业等 5 个项
目被列入湘潭市“四个 10”项目支持……

一批批民营企业的茁壮成长，离不开
一项项惠企政策的落地实施。 韶山市严格
落实《关于进一步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的若
干规定》，积极推行“一个领导、一套班子、
一个项目、一抓到底”的企业服务制度，深
入开展“一企一策”帮扶行动，及时清理已
取消的收费项目， 全方位为企业保驾护
航。 出台《韶山市促进知识产权工作管理
办法》《促进产业发展和招商引资的若干
意见》，建立领导联系企业制度，从用地、
金融、税收、知识产权、科技人才等方面对
民营企业给予支持。 采取送政策上门的方
式，落实减负惠企政策。 2018 年，韶山市
充分发挥韶山现有的政治、区位、产业、创
新、环境等优势，民营经济对韶山经济发
展的贡献率超 60%，民营企业税收占比超
60%。 全市民营经济呈现出欣欣向荣，活
力十足的态势。

“大力支持引导民营企业加快转变发
展方式、促进产业升级、转换增长动力，推
动民营企业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越走
越远。 ”韶山市委书记杨晓军在民营企业
座谈会上提出了明确目标。

“这一片的龙虾基地， 每亩年产值可达
7000元，比种植水稻的收益要高 6倍。 ”杨林
乡石屏村的种植大户蒋卫东介绍， 他从村里
的土地合作社流转了 80 亩水田养殖龙虾、
20 亩土地种植绿色有机蔬菜。“家乡的环境
很美。 ”蒋卫东说：“很多在外打工的朋友都回
乡创业，很多人在自家办起了农家乐，年收入
不菲，还能照顾老人孩子呢。 ”

2018 年，韶山市新注册登记农民专业合
作社 10家，家庭农场 11家。 截至目前，全市
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累计达到 221 个、
100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成员将近
达到 21000人。

在韶河现代农业示范园金景丰葡萄基
地， 间种的草莓已开花。“3、4 月份便可采
摘。 ”基地负责人介绍，基地已完成投资 9000
多万元，解决当地农民就业 400余人。

产业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原动力。
韶山市精心打造了现代农业示范园、田园综
合体、特色小镇、特色产业村等四大产业发
展平台，打造了以“优质高效粮油、绿色养生
蔬菜、生态油茶果林、精品花卉苗木和生态
旅游农业”为特色的银田现代农业示范园和
以“高档水果、创意花卉、优质水稻和休闲观
光农业” 为特色的韶河现代农业示范园；充
分整合 13 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资源，引
导国英食品、长久食品等企业抱团成立集生
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肉食加工企
业， 进一步提高了市场的话语权和竞争力。
2018 年，龙头企业实现销售收入 58.9 亿元，

同比增长 9.8%。
富了百姓的“里子”，也不能薄了百姓的

“面子”。
2018 年，韶山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效

明显。 全市 114台联合收割机全部改装配置
了粉碎装置，从源头上杜绝了秸秆的焚烧。投
资 80 万元在韶山村开展农村面源污染整治
项目，完成了 200 平方米人工湿地、3 口生态
塘、600 米生态拦截沟、45 个生活污水处理
池的建设任务。强化养殖粪污源头管控、资源
化利用和达标排放，完成 28 家规模养殖场排
污改造。 建成农村污水处理站 5 座，地表水、
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保持 100%。 建成农
村垃圾中转站 3座，新、改建厕所 608 座。 农
村生活垃圾治理通过省级验收。创成“四好农
村路”省级示范市。

如今的韶山村庄，到处是鸟语花香、绿树
灯光相映成趣的美景。 巷道里的柴堆、 垃圾
堆、杂物堆消失了；违章建筑被拆除了，街道
变平坦了、变宽了、变靓了；家家门前有了统

一配发的垃圾桶……
走进韶山市银田镇银田村， 独具江南特

色的民居坐落在青山绿水之间， 栈桥流水叮
咚作响，果木飘香，几辆小汽车穿梭在宽敞整
洁的村组道路上，两旁田地肥沃，渠河塘库点
缀其间，整个村庄犹如一幅徐徐展开的画卷，
美不胜收。

“我们这儿每年要接待几万名的游客。 ”
宏发生态科技示范园负责人成秋谷介绍，正
是由于村里环境好，来的人很多，赏花赏景品
乡味，银田村的乡村旅游品牌正在逐步打响，
村民收入不断增加。

经济更活
旅游更火

乡村更美

生活更甜

日新月异的韶山城区。 喻名才 摄

人 流 如
织的毛泽东
广场。

莫正德 摄

———来自湘潭市的报道之二

（2019）

“我们家的养蜂场就在屋后的山坡
上，蜂场周围有很多花卉，这就是蜜蜂天
然的粮食。 ”说起养殖蜜蜂得天独厚的资
源，韶阳村建档立卡贫困户杨贱平谈起了
自己的养蜂路。

“农村里植被丰富，无污染，非常适合
发展生态养蜂业。 ”杨贱平说，最开始是后
盾单位帮扶了种蜂 8 箱，村上也为其提供
帮扶资金 1.66 万元。 在专业技术人员的
指导下，现在养蜂场发展很顺利，尝到了
甜头的杨贱平又购入 35 箱蜜蜂， 扩大了
基地规模，成立了韶山市益平养蜂专业合
作社，目标年均增收稳定在 2万元。

“以前在外打工，孩子都没办法照顾，
现在养蜂就不一样了， 在家里就可以赚
钱，既能照顾家里，又能学到技术，今年我
扩大了养蜂规模，希望能够吸引更多乡亲
加入，大家共同脱贫致富。 ”杨贱平深有感
触地说。

2018 年，韶山市产业扶贫全面开花。
银田镇把发展富硒菌作为群众脱贫致富
的主导产业，将扶贫产业基地利润的 30%
用于村上无劳动能力贫困户的分红和兜
底保障。 清溪镇与韶山金景丰农业有限公
司共建清溪镇扶贫基地，积极探索“基金
+基地 +就业 + 产业”带动贫困户脱贫致
富新模式。 杨林乡创新委托帮扶模式，将
扶持资金委托给三基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构建契约模式， 项目收益按比例分成，实
现了贫困户与扶贫主体的共赢……产业
扶贫让全市 80%以上贫困户实现了稳定
增收，韶山人民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越走
越宽广。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物质生活水
平的提高，人们对教育、医疗、住房、文化
等有了更多的需求，对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 韶山市委、市政府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发展成果人
民共享，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幼有所育、学有所
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
所居、弱有所扶”为目标，让群众的幸福指
数节节攀升。

2018 年，韶山持续加大民生投入，民
生投入占财政支出比重达 79.8%。 脱贫攻
坚持续发力。 开展驻村帮扶和结对帮扶，
投入专项财政资金 1085.4 万元。 援建特
困户住房 15 户。 教育扶贫确保了贫困学
生零失学、零辍学，贫困人口“先诊疗后付
费”全面落实。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高。率
先推进敬老院“公建民营”，成为全省首批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就业形势保持稳
定，新增城镇就业 1420 人，农村劳动力转
移就业 410人，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850万
元。 住有所居更有保障， 完成危房改造
101户，实施棚户区改造 1394户。 健康韶
山加快实施，率先在全省实现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全覆盖。“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就是要让老百姓生活越来越好！ ”韶
山市人民政府市长唐杰表示。

“原来的烤火炉换成‘暖风片’，更暖
和更安全了；江南医院的医生专门带着仪
器上门来义诊了，还准备给几名白内障患
者免费做手术了； 每天早上有鸡蛋吃，还
有四菜一汤了……”入住全市首家“公建
民营”敬老院———银田镇敬老院的刘奶奶
抓着我们的手，笑得合不拢嘴，“感谢政府
让我在晚年过上衣食无忧的快乐生活。 ”

百舸争流，破浪者领航；千帆竞发，奋
勇者当先。 根植于红色沃土，韶山人民高
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伟大旗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正朝着
“率先迈向基本现代化， 建设世界知名旅
游目的地”的目标奋力前行！

人气旺盛的毛泽东同志故居。 莫正德 摄

功能齐全的韶山游客换乘中心。 莫正德 摄

毛泽东广场，花团锦簇，一拨又一拨的游
客接踵而至，依次向毛主席铜像敬献花篮、缅
怀感恩。 2018年，韶山各景点接待游客 2382
万人次。

“我们这一代人，对毛主席有着非常深厚
的情感，来韶山缅怀主席，一直是我的心愿。 ”
来自山东的 73岁老人王先文说。

如织的游人中， 还有很多带着孩子一家
出游的年轻人。在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展厅，一
对年轻父母带着孩子参观得格外仔细， 红军
长征、西安事变、抗日战争、开国大典……对
于展板上介绍的许多内容， 他们会不时停下
来小声交流， 并告诉孩子其中的历史故事。
“孩子读五年级了，平常喜欢看历史书籍。 我
们带他来韶山一起缅怀主席，重温历史，从先
辈的精神中汲取营养，让心灵得到洗礼，精神
得到升华。 ”

2018 年，韶山不断深入挖掘、延伸红色
基因的内涵和外延。 大力发展红色教育培训
和研学旅游，出台《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
行的意见》、《韶山市研学旅行基地（营地）建
设实施方案》 等政策文件， 拓展研学旅行市
场，推进毛泽东“求学”“求索”之路等项目建
设，推动李氏宗祠革命旧址修复，培育一批现
场教学点和拓展体验基地。

与此同时，韶山还加快推进韶峰景区、纪
念园景区提质改造、门楼停靠站等项目建设，
激发游客的旅游体验全面提升； 积极打造平
里村田园综合体， 开发黑石寨、 棠佳阁等景
区， 让游客在体验韶山红色文化之时又能领
略韶山的自然风光之美， 推动韶山旅游跨越
式发展。

对于韶山， 家住江西南昌市的戴琳娜这
是第三次来参观了，“韶山的山水很美， 旅游

环境也越来越好，我们一家人都特别喜欢。 ”
拥有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和绿色生态资

源，如何让游客玩得尽兴，住得舒心，吃得放心，
始终是韶山市委、市政府一直在探索的课题。

“感谢你们为游客排忧解难，帮助我追回
了损失， 让我切身地感受到了毛主席家乡人
民的温暖和热情。你们不愧是主席家乡‘子弟
兵’。 ”来自杭州的葛女士特意寄来感谢信，并
点赞韶山先行赔付制度。“七日无理由退货和
先行赔付制度让我们吃了颗定心丸， 相信来
韶山旅游的人会越来越多。 ”

2018 年， 韶山市持续提升旅游服务质
量，通过旅游餐饮和纪念品市场整治提升、旅
游交通秩序整顿、非法营运综合整治、旅游综
合执法规范提质、 旅行社及花篮行业管理提
质、旅游换乘服务提质、智慧旅游系统建设、
核心景区村民素质教育提升八大专项行动，
不断优化韶山旅游市场环境。 相关旅游投诉
渠道已全面整合进 12345 市长热线， 确保受
理游客咨询和投诉实现快速反应、认真办理。
全年公布旅游诚信企业“红黑榜”4 期，通过
网络、电视、换乘中心电子屏等予以公示，规
范经营行为。

“为营造良好的旅游环境，韶山将持续推
进旅游综合整治专业化、常态化，提升旅游服
务水平。 让每一位来韶游客满意是我们不懈
的追求！ ”韶山市旅发委负责人表示。

今
日
韶
山，

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