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1日，长沙火车站，旅客准备进站乘车。当天，2019年春运进入第12天，铁路迎来节前客流
高峰。湖南各地多措并举，确保旅客平安顺利回家。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湖南日报2月1日讯（记者 孟姣燕）
1月31日，伴随着夜幕降临，长沙市望城
区铜官窑古镇里光影斑斓， 流光溢彩的
花灯争先点亮。2019“中国年 望城味”
春节活动暨铜官窑古镇首届国际花灯展
精彩开幕。

灯展由炫彩光影、古镇华韵、文化长
街、大唐迎宾四大板块组成，66个大型灯
组重点打造舜子街、美食街、市场胡街、
博物馆群及环湖等区域。至2月19日，灯
展将带游客“重返”盛唐领略铜官窑千年

繁华盛景，再现“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盛
况。据介绍，这是铜官窑古镇举办的首次
国际灯展， 也是春节期间长沙最大规模
的灯展。

此次灯展也拉开了2019年“中国年 望
城味”春节活动的帷幕。据悉，从大年三十
至正月初七， 望城区各大景区将推出各类
特色春节活动。铜官窑赏灯、靖港古镇寻找
儿时年味、新康戏乡斗戏、乔口渔都捕鱼、
百果园尝果、大观园赏樱、松鼠谷观鼠、千
龙湖吃鱼等为市民捧出丰盛“旅游大餐”。

湖南日报2月1日讯 （李永亮 唐波 赵婷
周理）“明天， 这个项目就可以完成15万立方米
土石方工程。”1月30日下午， 部分工地已放假
过年， 但株洲市荷塘区金山科技工业园内仍机
器轰鸣，一派繁忙景象。负责潍柴动力·汉德车
桥项目的现场施工负责人告诉记者， 该项目已
连续9天24小时作业， 不到原计划一半时间即
可完成土石方施工。

为推动产业项目早落地、 早投产、 早见
效，今年1月，荷塘区开展“春雷”行动。该行动
涉及项目23个，土地报批508.16亩，征地拆迁
395亩、房屋76栋，土方工程160万立方米。行
动开展以来，各工作组攻坚克难，有望在5月
份提前完成土石方工程、 项目进出道路等基
础设施建设。

潍柴动力·汉德车桥是荷塘区金山科技工
业园新引进的一个项目，被列为“春雷”行动重
点项目。该项目总投资32亿元，主要生产中重
型汽车驱动桥、螺旋锥齿轮、精密造齿轮和图
柱齿轮等， 投产后预计年销售额可达52亿元。
按照计划， 该项目将于今年8月实现量产。“真
的没想到会这么快，为我们接下来建厂房赢得
了时间，也节省了不少成本。”汉德车桥（株洲）
汽轮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邓昂乐高兴地说。

铜官窑古镇国际花灯展精彩亮相
将持续至2月19日，游客可领略盛唐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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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孟姣燕

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了。近日，记者从多家
旅游企业了解到， 今年春节旅游产品预订已接
近尾声， 出游需求持续走高， 省内产品供给丰
富。如今，旅游过年成为新“年俗”的同时，也成
为消费热点。

春节出游是刚需，海岛游最受
湖南人欢迎

“长沙直飞越南芽庄跟团游产品，年前收客
已满。 年后仅有少量余位， 非常紧俏。”1月29
日， 位于长沙市万家丽路的湖南中铁国际旅行
社旗舰店内， 前来咨询和订购春节旅游产品的
市民络绎不绝。

“旅游过年需求旺盛，销售量比去年大增。
目前，春节产品已经进入最后收客期。”湖南中
铁国际旅行社董事长熊德祥介绍， 越南游玩性
价比高，人均消费3000元左右，成为颇受湖南
游客喜爱的目的地。今年春节，为了满足不同游
客的需求，该旅行社设计了“海上迪士尼”“至尊
芽”等产品，一上线便成为“爆款”。

“东南亚海岛游、 国内南下避寒游热度最

高。”熊德祥介绍，从预订情况看，今年春节最受
湖南游客青睐的境外目的地有泰国、印尼、越南
等东南亚国家海岛和日本；国内因广深港高铁、
港珠澳大桥的相继开通，广州、香港、珠海、澳门
等连线游产品备受湖南消费者青睐。

农历小年一过， 长沙市民李乐一家人的出
游行囊已打好包， 以往在家过年时要准备的食
物、礼品等，被去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的机票取而
代之。“放假后，朋友圈就非常热闹，都在‘晒’出
游照。”她说，随着带薪休假、航班加密等等，度
假出行“说走就走”，一家人同行，同样有年味。

近年来， 旅游客流成为仅次于返乡探亲客
流的第二大春节出行主力。 国内在线旅行社携
程发布的《2019春节长假旅游趋势预测报告》
显示，今年春节预计超过4亿人次出游，北京、上
海、南京、长沙等城市消费者预订春节旅游产品
十分踊跃。

湖南也是目的地，湘“味”旅游
大餐已备好

“从腊月二十九至正月初八，10天内已有
日本、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国家的
29个团队、近千人预订了湖南游产品。”中国国

旅湖南分公司总经理许剑介绍， 随着我省入境
旅游市场持续开拓，来湖南感受湖湘“年味”的
境外游客越来越多。该社接待的越南游客数量，
今年实现了倍增。

“春节期间，境外游客以东南亚国家华人为
主，热门的目的地有岳阳、南岳、张家界等地。对
他们来说，春节一家人来湘旅游，不仅是团圆过
节的方式之一， 也能够切身体验中国年俗。”许
剑说， 针对境外游客的需要， 该社联合省内景
区、酒店推出了派发红包、燃放鞭炮、写春联、传
统年夜饭等春节特色产品，以丰富游客体验。

多家旅行社负责人向记者表示， 无论境外
游客还是国内其他省份游客，多以家庭为单位，
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较高， 游客更愿意把钱花
在体验上， 在吃住行游等方面追求品质与个性
化。

春节，长沙火宫殿庙会将继续上演，株洲炎
帝陵祭祖祈福深得海外游客推崇， 永顺县芙蓉
镇·红石林度假区将举办一场以“锦绣芙蓉夜
非遗土家年”为主题的“土家年”庙会……“全省
春节旅游大餐已备好！”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
责人介绍，春节期间1500多场文旅惠民活动颇
具湖南特色， 产品供给丰富多彩， 可供游客选
择。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见习记者 邹娜妮
通讯员 王玖华 胡小刚

1月18日， 在双峰县中南神箭竹木
生产基地，8000块竹胶板装满了一个个
集装箱，即将运往肯尼亚。在生产车间，
9000余件竹制产品正在加紧生产，春节
前将发往坦桑尼亚。

2018年，湖南中南神箭竹木有限公司
的销售额突破3亿元，产品不仅畅销全国，
还远销俄罗斯、南非、东南亚等50多个国
家和地区,一批批打上“双峰”标签的竹制
产品“飞”出国门与国际“大咖”同台竞技。

不起眼的小毛竹， 却创造了上亿元
产值。公司董事长邓玉剑说：“得益于‘互
联网+’‘一带一路’ 和民营企业扶持政
策，我们紧盯市场，踏准了发展方向。”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毛竹，
又称南竹，在南方农村最为普遍。在双峰
县的石牛等乡镇，集中密布着23万亩毛
竹。多年前，因缺乏管理，没有加工企业，
这些资源长期荒废于山林，无人问津。

2003年，24岁的邓玉剑在发展毛竹
产业上动起了脑筋：“如何把家乡丰富的
自然资源， 转变成造福乡亲的经济产
业？”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他开办了中南
压板厂，以当地的毛竹为主要材料，生产
建材产品竹胶板。

本地市场饱和，技术水平不高，经营
管理经验缺乏……多重因素影响， 邓玉
剑的压板厂并不景气。连续5年，企业仅
仅能保本运转。

原地踏步的企业能有多长寿命？邓
玉剑不敢想象。

2010年，电子商务蓬勃发展。刚学会
网上购物的邓玉剑冒出了大胆想法：“既
然衣服、家电能在网上卖，竹制品为什么
不可以？”同年，湖南中南神箭竹木有限公
司正式成立， 定位于融建筑模板研发、生

产、营销于一体的互联网经济企业。
邓玉剑将产品“挂”到网上销售。通

过前期推广和市场开拓，半个月后，一家
新疆企业通过网络主动找上门来。 第一
笔网络订单给“蹒跚前进”的公司带来了
信心。一年后，中南神箭初步形成了“互
联网+产业+销售”的发展模式，并成立
了互联网电商团队。

产品“触电”成“网红”，销路迅速打
开。

与此同时，邓玉剑在产品质量、生产
技术、产品研发上做文章，公司成立技术
部、研发部，完成了清水模板、桥梁板、砖
托板等竹建材的研发，并申请发明专利16
项。企业先后获得“国家电子商务示范企
业”“国家林业重点龙头企业”等“国字号”
招牌，在全国各地建立了6家分公司、16个
生产基地，逐步成长为行业的领军者。

企业规模快速扩张， 生产技术逐步
领先，邓玉剑并没有沾沾自喜。搭乘“一
带一路”建设的快车，他又把目标瞄准了
国外市场。

2017年，邓玉剑在柬埔寨成立中南
神箭（柬埔寨）金边分公司，在马来西亚
设立办事处，不仅打开了东南亚的市场，
还为双峰本土企业在东南亚提供仓储运
输、市场调查、商务对接、产品展览等服
务。同时，在双峰县经济技术开发区成立
了当地首家外贸综合服务中心， 提供外
贸咨询、服务代办、人员培训等服务，为
本地企业进军国际市场提供桥梁， 成为
双峰对外贸易的主要窗口。

去年，在中南神箭的带领下，双峰县
15家本土企业外贸额破零，4家企业实现
成倍增长。

枝往上长，根往下扎。利用企业的产
业优势， 邓玉剑先后与双峰县的石牛乡
湴田村、沙塘乡香山村、梓门桥镇龙铃村
结成对子，通过土地流转或合同收购，成
立专业合作社，带动了3000余名群众参
与毛竹种植、加工和销售。在深度贫困村
龙铃村，企业投资120万元，新建占地20
多亩的竹帘加工厂， 年产值达1500万
元。一根根毛竹摇身一变，成为村民增收
的“致富竹”。

经济视野

民营企业
有力量

旅游过年，
今年消费热点在哪里

湖南日报2月1日讯（记者 陈淦璋）记
者昨天从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获悉，为
贯彻国家部委有关要求， 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交
通运输厅、省水利厅、省通信管理局联合
印发通知， 决定今年内开展工程建设领
域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挂证”等违法
违规行为专项整治，时间将持续至今年9
月底。

此次专项整治工作分为自查自纠、
全面排查、监督检查三个阶段，整治内容
包括： 对工程建设领域勘察设计注册工
程师、注册建筑师、注册建造师、注册监
理工程师、 注册造价工程师等专业技术
人员及相关单位（含施工图审查机构）、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进行全面排查， 严肃
查处持证人注册单位与实际工作单位不
符、买卖租借（专业）资格（注册）证书等
“挂证”违法违规行为，以及提供虚假就
业信息、以职业介绍为名提供“挂证”信
息服务等违法违规行为。通过专项整治，
将建立工程建设领域注册执业人员规范
化管理长效机制。

通知要求，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按照
“全覆盖、零容忍、严执法、重实效”原则，
依法从严查处工程建设领域职业资格
“挂证”等违法违规行为。对发现存在“挂
证” 等违法违规行为的国家机关和事业
单位工作人员， 按规定通报其所在工作
单位和监察机关。

� � � �运用“互联网+产业+销售”的发展模式，邓玉剑把家乡的小
毛竹“弄”成了大产业，在全国建立了16个生产基地，产品不仅
畅销国内，还远销俄罗斯、南非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

让小毛竹“飞”

春运进行时

火眼金睛“破译”火车“黑匣子”

湖南日报2月1日讯 (见习记者 蒋茜 通讯
员 单建华)1月下旬，在永州市零陵区迎春招商
推介会上，正式签约4大招商引资项目，总投资
41亿多元。

这些项目分别为零陵智慧农业综合体项
目，总投资5.8亿元；永州装配式钢结构产业基
地项目，总投资15亿元；时代伯乐新兴产业基金
产业园项目，总投资20亿元；湘医投医学检验
检测中心项目，总投资5360万元。

零陵区签约
4大招商引资项目

总投资41亿多元

通讯员 曾连 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管压为零！司机没有执行关机动作，所
以列车运行监控记录装置自动停止作业了。”
1月30日， 在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
怀化机务段娄底运用车间， 分析员刘伟紧盯
视频转储台，根据一项细小的数据变化，发现
了一起司机违章作业。

刘伟眼前的视频文件， 来自火车司机室内
安装的列车运行监控记录装置，俗称“黑匣子”。

通俗而言，火车的“黑匣子”全程记录机
车运行状态、 司机操作情况以及行车调度指
挥人员的命令指示等信息。

“黑匣子”分析员，通过对“黑匣子”的信息
文件进行分析“破译”，查找火车司机有无违章
作业，为行车安全提供精准信息保障服务。

在怀化机务段娄底运用车间， 分析员每
天需分析近60个车次的300余个文件。 每次
轮班，刘伟就坐在视频转储台前，眼盯屏幕，
耳听录音，连续工作8至10个小时。

“我们的工作除了要有好眼力，更重要的
是细心。”刘伟说，根据多年工作经验，自己总

结了一套“三看”分析法：一看视频文件有无明
显异常； 二看关键地段行驶时间是否正常；三
看司机报单填写与视频文件有无较大差距。

“他就像猫头鹰一样，火眼金睛。”车间安
全副主任吴志高介绍，刘伟原是一名内燃车司
机，后转岗承担车间“黑匣子”分析员。12年分
析员工作， 刘伟累计分析处理文件近36万件，
从未出现漏转、丢失、转卡误擦等情况。

由于“黑匣子”分析考核情况与火车司机
的绩效挂钩，个别司机找到刘伟，希望对一些
小违章信息隐瞒不报，可刘伟全都秉公处理。

一次，刘伟在分析监控记录时发现，一名
司机在停车后没有将提速手柄回到零位。这名
司机从包里拿出两包烟给刘伟，请求不要上报
记录。刘伟将烟退回，严肃地说：“小违章给安
全带来大隐患，违章不报不是帮你而是害你。”

正是凭借认真的工作态度和精湛的业务
能力， 刘伟连续6年24次获评了集团公司评选
的最高等级的3星级分析员。

“我们多一份仔细，列车运行就添一份平
安，这是我们分析员必须始终坚守和应尽的责
任！”刘伟说。

———记者在项目

省住建厅等五部门联合发文
严查职业资格“挂证”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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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23个产业项目早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