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月28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讯
员 江钻 黄启勇）春节脚步近了，高速车流高
峰来了。 省高速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今日
发布， 预计高速公路第二波返乡车流高峰将
在1月30日左右到来，形成节前车流最高峰。

省高速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介绍，春
运第一周（1月21日至27日），全省高速公路车
流量持续攀升， 达1767万辆次， 同比增长
8.7%。第一波车流高峰值出现在27日，车流量
达312万辆次。

其中，近5成车流集中在京港澳、沪昆、长
张、二广、岳临、平汝这6条高速公路上，主要

为由粤入湘、由湘入鄂的过境车辆。
据研判，1月28日至2月1日（腊月廿七），

将迎来今年春运的第二波返乡车流高峰，预
计在30日形成节前车流最高峰。 主要为企事
业单位人员返乡小车车流。

预计2月2日（腊月廿八） 至2月4日（除
夕），全省高速公路车流将呈下降趋势。

为保障春节假期旅客安全顺畅通行，京
港澳、 长张高速的部分路段将采取如下限时
禁行交通管理：

节前（1月29日至2月3日），京港澳高速
湖南段南往北方向禁止中型以上过境货车

（黄色牌照） 通行； 节后（2月9日至2月21
日），京港澳高速湖南段北往南方向禁止中
型以上过境货车（黄色牌照）通行。春运期
间， 京港澳高速长沙段杨梓冲枢纽互通至
李家塘枢纽互通双向禁止中型以上货车
（黄色牌照）通行。建议上述车辆选择平汝、
岳临高速通行。

2月2日至3日的7时至24时、2月7日至12
日的7时至24时，长张高速的长沙西收费站至
迎风桥枢纽互通禁止中型以上过境货车（黄
色牌照）通行；友仁、关山、金洲、宁乡、益阳收
费站禁止所有车辆进出。

春运进行时

30日，高速公路将迎节前车流最高峰
京港澳、长张高速部分路段将限时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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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时评

欧阳金雨

“积极培育大型骨干企业和小巨人
企业 ”“认真落实 ‘减轻企业税费负担 、解
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 营造公
平竞争环境 、完善政策执行方式 、构建亲
清新型政商关系 、 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
产安全 ’等 6个方面政策举措 ”……部署
2019年重点工作 ， 省两会政府工作报告
第一条就瞄准了 “理直气壮为民营企业
发展助力 ”。

去年 ，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 ，企业经
营困难较往年增多 。 而政府工作报告对
企业 、企业家关切的及时回应 ，让我们看
到了党委政府的一系列坚毅行动和良苦
用心 ， 看到了企业特别是民企新发展新
飞跃的希望 。

从某种程度来看 ，民营经济就是 “信
心 ”经济 。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今年主
要预期目标 ：经济增长7.5%-8%，规模工
业增加值增长7%，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
左右 ，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 。这
些经过慎重研究确定的数值和良好的预
期 ，既传递奋发进取的压力 ，又释放稳中
有进 、趋势向好的信心 。稳预期 、稳信心 、
稳人心 ，企业和企业家便有动力 、有耐心
针对现实问题积极寻求解决之道 ， 就可

以从容应对各种复杂形势和可能风险 。
不避讳地讲 ， 当下极少数领导干部

思想观念相对滞后 ，仍存在着 “三个不相
信 ”：不相信中小微企业有力量 、不相信
民企有力量 、不相信市场的力量 。而揆诸
政府工作报告 ，无论是 “鼓励民营企业通
过出资入股 、 收购股权等多种形式参与
国有企业改革 ”，还是 “激发和保护企业
家精神 ”“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活动
的直接干预 ”，无不在释放领导干部必须
更加重视民企 、精准把握宏观调控 “度 ”
的强烈信号 。

把 “稳企业 ”放在第一位 ，更少不了
“新招 ”。提出 “六个倾斜 ”、实施 “135”工
程升级版 ，推进 “三区一极 ”“三谷多园 ”
建设 ，创建湘赣边区乡村振兴示范区 ，实
现 “最多跑一次 ”全覆盖等等 ，政府使出
浑身解数给企业以机会 ， 增强企业获得
感 ，确实是和企业站到了一起 ，让企业吃
下 “定心丸 ”。

两会讨论现场 ， 省委书记杜家毫笑
着评价全国人大代表 、 盐津铺子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学武 “讷于言而敏
于行 ”；省人大代表 、克明面业董事长陈
克明被召集人 “点名 ”发言……这些场面
意味深长又力道千钧 。 各地民企放心安
心有信心 ，必将迎来民营经济的新辉煌 。

理直气壮助力民企发展
湖南日报记者 唐亚新

位于保靖县吕洞山镇的黄金村， 共有
建档立卡贫困户215户890人。

2017年5月起，湖南隆平茶业高科技有
限公司（简称“隆平茶业 ”）积极响应省委
“万企帮万村”助力脱贫攻坚的号召，结对
黄金村全面帮扶。依靠茶叶种植，黄金村基
础设施、公共服务等发生了巨变，全村215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实现脱贫。 村民们
从土里“刨金 ”，黄金村也走上了“黄金大
道”。

这段时间，对黄金村村民石元信来说，
是值得庆祝的大好日子。

“以前，我们一家9口人住在山上4间木
屋里，住的环境非常差。” 摘了贫困帽子的
石元信兴奋地告诉记者，就在上个月，他们
一家告别了破旧的老房子，搬进新居。

石元信曾是村里出了名的贫困户，家
里人多地少， 收入低。“当时家里只有1.7亩
地，每年主要的收入就是靠种点玉米、稻谷
和打零工。”石元信说，为了供儿女们上学，
家里欠了一大笔债。

2008年，黄金村开始大面积种植茶叶，石
元信也跟着种起了茶叶，但收益并不理想。

“黄金村是保靖黄金茶的发源地。过
去，家家户户都种茶，可缺乏种植、加工技
术， 茶叶品质参差不齐， 茶叶价格也上不

来。”黄金村村支书石金贵告诉记者，“村民
守着金字招牌却吃不上饭 ， 着实让人痛
心。”

改变发生在2011年。那年，隆平茶业进
驻黄金村开设茶厂， 并通过不断的技术升
级，提升黄金茶的产量和品质。

2017年5月起，隆平茶业积极响应省委
“万企帮万村”助力脱贫攻坚的号召，结对
黄金村全面帮扶。

“针对黄金村茶产业的困境，隆平茶业
给出的解法是以市场为纽带， 提升茶农技
术水平，塑造品牌，增强竞争力。” 隆平茶
业总裁张粤湘介绍说。

“我们采用茶叶育苗、茶苗定植及茶园
培管一体化等专业服务，配套推行覆膜、搭
遮阴棚、 肥水管理和病虫害防治等‘保姆
式’栽培服务。”张粤湘告诉记者，这使得茶
叶育苗周期由一年缩短至半年， 新建茶园
成园时间由三至四年缩短至两年。

不单是在茶叶育苗上下功夫， 种植经
验和技术传承同样必不可少。

对此， 黄金村村民石子华感触尤为深
刻。“种茶以来， 我已经多次接受培训。”石
子华掰着手指头告诉记者，单是去年，他就
至少参加了3次由隆平茶业组织的免费培
训。这些培训质量颇高，讲课的不乏像包小
村这样的茶业专家。

“现在我们早就熟练掌握了黄金茶的

种植、炒制等技术。”石子华说，以往他们采
摘茶叶都是一年一次， 如今随着茶叶品种
的优化和种植技术的提升， 一年可以采摘
三季茶叶。

2016年6月，石子华牵头成立了茶叶专
业合作社，12户村民加入其中。石子华自家
的茶园面积， 也从2008年的12亩扩大到现
在的47.8亩。

黄金村的茶叶产量上来了， 但新的问
题随之而来：销路如何保证？

“企业通过控股的子公司———湖南保
靖黄金茶有限公司与黄金村签订帮扶协
议，采购他们的产品，确保销路，让村民可
以持续受益。”张粤湘说，企业还通过推广
黄金村品牌、建设营销网络等，进一步拓展
茶叶销路。

“再也不出去打工了， 好好在家种茶
叶，争取早日奔小康。”种植黄金茶让石元
信有了更多的经济收入， 而且一年比一年
好。在新房的一旁，是石元信贷款7万元买
的炒茶机器， 他准备在新的一年里更上一
层楼。

“现在村里茶叶产业占全村农业经济
总收入的60%以上， 从事茶叶产业的农户
数占全村农户总数的50%以上。” 石金贵
说，目前黄金村正大力推进“公司+合作社+
农户+基地”的产业发展新机制，未来生活
必将越来越美好。

黄金茶富了黄金村
———隆平茶业帮扶保靖县吕洞山镇黄金村纪实

民营企业
有力量

� � � �湖南日报1月28日讯 （记者 戴鹏 通
讯员 刘玲）“我们希望邀请到硅谷以及世
界其他地方更多高科技企业来株洲， 共同
发展、共同繁荣。” 近日，株洲·中国动力谷
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硅谷高创会”上首次亮
相， 其美国科技服务中心负责人邓宇激动
地说。 会上，株洲·中国动力谷代表团与多
家科技公司沟通交流，拓展合作机会。

“硅谷高创会”全称为硅谷高科技创新
创业峰会，2011年创办于美国加州硅谷，
是高端国际创业创投会议， 每次峰会吸引
上万名商界、政界、科技界精英人士参加。

这次峰会上，与会嘉宾对株洲·中国动力谷
表现出浓厚兴趣。

亮相“硅谷高创会”，是株洲·中国动力
谷拓展国际“朋友圈”、迈向世界“繁荣圈”
的重要一步。近年来，该谷主动“走出去、引
进来”，并于2018年5月成立了美国科技服
务中心，以对接美国高端创新创业资源，了
解、学习各地的经验。目前，株洲·中国动力
谷正深化与德国碳纤维谷、美国硅谷、云谷
的合作，力求“四谷”联动，加大海外招才引
智力度，建设开放型园区，打造开放型经济
发展新平台。

拓展国际“朋友圈” 迈向世界“繁荣圈”

株洲·中国动力谷
首次亮相“硅谷高创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