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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摩纳哥亲王
阿尔贝二世举行会谈

� � � � 湖南日报3月24日讯（记者 肖祖华 通
讯员 邓星照 魏志刚）日前，邵阳市举行民
营经济发展暨创新发展大会， 邵东县主要
负责人在会上介绍了该县发展民营经济的
经验。去年，该县GDP达430亿元，实现规模
工业增加值172.8亿元， 比上年分别增长
11%、11.4%，其中民营经济起了重要作用。

近年来， 邵东县民营经济通过加大投
资、加快技术改造、扩大外贸，成为推动当
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器。去年，该县完
成固定资产投资266亿元， 比上年增长
20%，其中民间投资占比超过70%；新增的
122家规模工业企业， 主要为民营企业。由
民营资本投资兴建的湘商产业园、 廉桥医
药工业园、仙槎桥五金工业园、黑田铺印刷

工业园、 团山打火机工业园等特色园区相
继开工建设或建成投产， 成为当地发展经
济的热土。目前，全县各类个体工商户达8.3
万户、法人企业达1.5万家。

民营经济也是邵东县产业技术升级、
转型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 为了给传统企
业转型升级和高新企业落地提供技术支
撑， 邵东县在全省县一级率先组建智能制
造技术研究院，引进锐科机器人、杭州先临
3D打印，建成快速加工中心，从技术、设备、
管理、品牌方面对五金、箱包、打火机等传
统产业进行改造，使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使
产品更具竞争力，使产业更具发展潜力。去
年， 该县反映经济发展质量的二三产业增
加值占GDP的比重、 税收占财政总收入的

比重、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
分别达到90%、76.6%、35.9%， 在全省名列
前茅。

同时，邵东县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大
力实施“迎老乡、回故乡、建家乡”战略，一
批在海外发展的邵商回乡投资兴业， 带动
当地外贸出口大幅增长。去年，该县打火机
和箱包获批国家级外贸转型升级基地。该
县还大力发展“邵东总部+国外生产基地”
新模式，鼓励当地企业入驻老挝、泰国、缅
甸、尼日利亚湖南工业园，拓展海外市场。
积极组织企业参加巴西五金展、迪拜展、德
国五金工具展等，加快“邵企出海”“邵品出
境”。去年， 全县进出口总额突破9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32.3%。

����民营经济劲推发展提速

� � � � 湖南日报3月24日讯 （记者 白培生
颜石敦 通讯员 陈文发 李荟蓉） 投资1亿
元的临武县汾市镇寺冲卧龙谷生态文化旅
游项目近日开工建设。 该项目以三国卧龙
文化为主题，融采摘体验、康养休闲、野外
露营等为一体， 将有力促进当地文化旅游
发展。

临武是千年古县、资源宝县，玉石资源
潜在开发价值上千亿元， 可开发风电资源
达69.4万千瓦。近年来，面对经济下行压力，
该县大力实施“产业主导、全面发展”战略，
因地制宜发展文化旅游、 宝玉石、 特色农
业、碳酸钙、新能源、有色金属精深加工等
六大支柱产业。精准对接“北上广”开展

招商，深化“放管服”“一次办结”改革，确保
产业项目引得进、落地快。

为发展全域旅游，临武县引进湖南红
火箭公司、揭商集团，深入挖掘舜文化、龙
文化、戏曲文化，先后实施武水河沿河风
光带、湘粤秦汉古道、西瑶绿谷、滴水源等
旅游项目。建设旅游公路7条，推进景区景
点融合串联。建成国家AAA级景区3个、省
五星级乡村旅游点5个， 正在创建国家全
域旅游示范县。 去年， 全县接待游客
427.81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总收入38.24
亿元。

与生源集团合作， 投资10亿元建设宝
玉石文化产业园。产业园包括玉石一条街、

公盘交易中心等， 一期工程玉石一条街从
开工到竣工，仅用不到9个月时间，创造产
业项目建设“临武速度”。现园区有注册宝
玉石企业54家，从业人员1.5万人，到2022
年预计从业人员将达8万人，产业总规模超
100亿元。依托临武鸭、香芋等建设特色农
产品加工园， 与深圳高视伟业联手打造碳
酸钙精深加工产业园， 引进华润及南方矿
业等企业，发展特色农业、碳酸钙、新能源、
有色金属精深加工等产业。

六大产业驱动，经济稳步发展。去年，
全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53.54亿元，完成
财政总收入11.26亿元， 比上年分别增长
8.9%、7.5%。

����六大产业支撑经济增长

湖南日报记者 孟姣燕

城市公园芳香四溢
省植物园、长沙橘子洲、望月公园、沙湾

公园、烈士公园、洋湖湿地公园等公园是知名
赏花景点。

3月24日，记者看到，省植物园名花广场，
被誉为“花中皇后”的郁金香吐露芬芳，形成
一片红黄相间的花海。樱花湖边，吉野樱、垂
枝樱、红叶樱花雨后怒放，花开如霞云片片，
美轮美奂，倒影入水，与湖相映成趣。

赏花踏青游人如织，人们徜徉在花丛中，
感受春天的气息，留下美丽的瞬间。此时的长
沙橘子洲，桃花是主角。3月24日，红色、粉色、

白色梅花绝大部分已经凋落， 只余三五株存
留残花。紧挨梅园的桃园中，花桃、碧桃、果桃
等桃花竞相开放， 吸引广大市民游客前来观
赏。据景区初步统计，3月23日、24日客流量达
5万余人次。

大学校园变身花海
湖南农业大学耘园的油菜花田如金色花

海。 耘园是湖南农业大学油菜等农作物的重
要教学科研基地。据悉，该园油菜花品种的培
育条件十分严格， 尽管今年没有封园谢绝游
客，但也提倡文明赏花。

记者看到，油菜花田里热闹非凡，却井然
有序，文明旅游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来自长
沙的十几名中小学生一起来到这里， 畅游花

海，在花香中拥抱春天。
“油菜地里为何蜜蜂飞舞？”“油菜花都是

金黄色的吗？”油菜田间，湖南农业大学的科
研人员被好奇的学生们团团围住了。 科研人
员耐心地讲解，油菜花颜色灿烂，还能分泌花
蜜，引得蜜蜂蜂拥而至；油菜与萝卜等杂交，
油菜花还能开出红色、橘色、紫色、白色等
20多种花色。

亭榭相间，花木掩映。许多游客趁着周末
的大好时光来到湖南科技大学樱花园赏花游
玩。 湖南科技大学樱花园是我省赏樱的绝佳
景点之一，樱花树有数百株，面积约一万平方
米。由于樱花大多是重瓣晚樱，所以花期比早
樱晚半个月左右， 每年的3月下旬到4月中旬
是赏樱的好时期。 荩荩（下转2版③）

� � � �湖南日报3月24日讯 （记者 曹娴 王茜
通讯员 韩静）今天上午8时许，位于长沙高
新区的中国通号（长沙） 产业园内， 一辆
100%低地板、5模块有轨电车，发运至甘肃
天水市。

记者在发运现场看到， 这辆有轨电车
为100%低地板， 即站台地面与车辆地面相
平，方便老人、儿童、残疾人、轮椅使用者登
车。电车外形设计极具现代感，同时结合古
城天水的地域文化，车头曲线模拟神龙抬首
的挺拔姿态，车头正面的装饰线条沿玻璃向

四周延展，仿佛长着龙角、龙须；车体上银
下金的色彩基调， 象征浩瀚天空与富饶大
地。车身内部共有座位58个，载客量370人
左右，车内主色调为咖啡色与橘红色，内部
装饰提取了天水古建筑元素，大方典雅。

通号轨道车辆有限公司技术人员介
绍，车辆采用100%低地板设计，重心低，运
行平稳，时速可达70公里。采用模块化设
计，编组灵活，维护成本低。车辆采用超级
电容储能，全线实现无架线运行，不影响城
市景观。 荩荩（下转2版①）

中国通号有轨电车发运甘肃天水
100%低地板设计，运行平稳，时速70公里；模块化设计，

维护成本低；采用超级电容储能，无架线运行，不影响城市景观

春分时节，春意盎然，我省多地迎来赏花高峰———

春游潇湘 觅花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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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米承实 李中海

“老杨，出发咯！”
3月22日一早，天刚蒙蒙亮，怀化市纪

委驻洪江市湾溪乡堙上村扶贫工作队队长
石之光、队员付玉宝，喊上贫困户杨再贤一
道坐上班车， 直奔近百公里外的洪江市市
场监管局。

此行， 他们要帮杨再贤的合作社办理
注册事宜。

去年，杨再贤开了个米酒酿酒作坊，石
之光给他出谋划策，让他走创办合作社、申
报品牌、电商销售的路子。

想方设法带领村民走上精准脱贫之
路，正是石之光这个扶贫队长每天的日常。

2年来，石之光带着队友们年均驻村工
作近300天，为群众化解各类难题67个，用
实干奉献之“光”，赢得了群众的口碑，诠释
了纪检监察干部的忠诚、干净和担当。

主动请缨，围绕脱贫精准施策
湾溪乡是洪江市最偏僻的乡镇之一。

2017年3月， 怀化市纪委计划从机关选派

一名干部，去堙上村任第一书记、扶贫工作
队队长。

“让我去吧！”石之光克服家中困难主
动请缨，带着铺盖就进了村。

堙上村是个名副其实的古村， 光杨家
大院就有300多年历史。2016年，原堙上村
和山下垅村合并成新的堙上村， 村情一度
复杂。

石之光进驻时， 堙上村有贫困户150
户433人，个别有车有房、家有吃“财政饭”
的家庭被纳入其中，加之大家急盼的路、水
等问题没有解决，群众意见大。

“脱贫攻坚，贵在‘精准’。”经过走访调
查， 石之光与村支两委干部从群众最闹心
的精准识别入手，看米缸算收入，看是否达
到了“两不愁三保障”，再民主评议，公示后
上报审批。

各种压力随之而来。 石之光和村干部
顶住压力，“一把尺子量到底”，最终，清理

“四类人员”53户154人，新纳入贫困户1户
3人，“拆分户”纳入42人。

村民们的意见消除了，气也顺了。对重
新梳理出来的92户贫困户，石之光和队友
们户户上门、精准施策。 荩荩（下转2版②）

� � � � 3月24日，五模块有轨电车行驶在轨道上。 傅聪 唐俊 摄影报道

樱花如雪
醉游人
3月24日，游客在

游园赏花。近日，湖南
省森林植物园内的
2000余株樱花盛放，
绚丽多姿，吸引了众多
市民和游客前来赏花
踏青。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彭炜
摄影报道

� � � � 新华社摩纳哥3月24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24日同摩纳哥亲王阿尔贝二世举
行会谈。

习近平指出， 很高兴应亲王殿下邀请
对摩纳哥公国进行国事访问。 这是中国国
家主席首次访问摩纳哥。 我们两国相似的
民族性格和共同的精神追求， 使得我们相
知相亲。中摩建交20多年来，双方始终真
诚友好、平等相待。当前，中摩双边关系稳
步发展， 务实合作与时俱进， 尤其是在环
保、电信、移动支付等新领域走在中欧合作
前列。中摩关系已成为不同大小、不同历史
文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友好交往的典范。

习近平强调， 我同亲王殿下在半年内
实现互访，体现着中摩关系的高水平。双方
要牢牢把握双边关系的正确方向， 不断巩
固传统友谊和政治互信， 加强在联合国和
国际事务中的沟通协调和相互支持。 双方
要坚持开放合作，深化互利共赢。中方欢迎
摩方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双方要提升两国环保合作水平。 中方欢迎
亲王基金会在中国开展环保公益行动，不
断丰富人文交流内涵。

阿尔贝二世亲王代表摩纳哥王室、政
府和人民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对摩纳哥进
行历史性访问。阿尔贝二世亲王表示，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迎来建国70周年之际，我祝
贺中国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 摩中关系发
展良好。 摩纳哥愿拓展同中国在科技、创
新、生态环保、野生动物保护、可再生能源
等领域合作， 摩方高度赞赏中国在气候变
化等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愿支持
中方办好明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
缔约方会议，支持并祝愿2022年北京冬奥
会取得成功，愿推动摩中人文交流，增进两
国人民友好。

会谈前， 阿尔贝二世亲王为习近平举
行隆重欢迎仪式。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王宫庭
院时，阿尔贝二世亲王夫妇上前热情迎接。
军乐团奏中摩两国国歌。 两国元首一同检
阅仪仗队。检阅完毕，两国元首夫妇观看分
列式。习近平同摩方主要官员握手，阿尔贝
二世亲王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上述活动。

邵东

临武
去年地区生产总值和财政总收入，分别增长8.9%、7.5%

加大投资 加快技改 扩大外贸

■深读

新时代 组工先锋

党建“朋友圈” 居民“幸福圈”
2版

我们和“雷哥哥”照了一张“全家福”
4版

———长沙市岳麓区委组织部推行区域化党建的实践探索

“光”耀古村
———记怀化市纪委驻洪江市堙上村扶贫工作队队长石之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