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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孟姣燕

尼泊尔的土地上， 隆平高科援助的第一
期农业技术合作项目验收完成，湖南的“隆平
稻”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正绽放出丰收的
盛景；

6月，首届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即将在
湖南举办， 非洲国家正在为这一盛会紧锣密
鼓准备……

2013年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建
设“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湖南以更开放的姿
态与世界同频共振，从政策沟通到民心相通，
从设施联通到经贸合作， 互利共赢、 共同发
展，共建“一带一路”从无到有、由点及面，已
取得阶段性成果，正续写古丝路传奇。

抢滩市场，湘企弄潮

水稻育种、 修路架桥、 冶炼发电……在
“一带一路”大舞台上，湖南展现出浓浓的“国
际范”，国际友城不断扩大，湘企捷报频传。

今年，意大利加入“一带一路”“朋友圈”。
中联重科与意大利结缘已久， 与意大利企业
CIFA的合作， 堪称中意深化务实合作的典
范。11年来，中联重科与CIFA优势互补，深化
国际产能合作，联手开拓东南亚、中亚、非洲、
中东等新兴市场，助力“湖南制造”更好地“走
出去”。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成为隆平
高科“走出去”的主阵地。从最初单纯的种子
国际贸易，到承担国家援外培训和技术合作，
再到建设目标国家研发基地、 设立海外产业
公司，隆平高科形成了“公益性国际援助”+

“市场化海外拓展” 双线并举的国际化路径，
“隆平稻”播种“一带一路”。

眼下，湖南建工集团“一带一路”市场业
务遍及塞内加尔、马来西亚等20多个国家和
地区。塞内加尔竞技摔跤场、布隆迪总统府等
标志性建筑，一次次书写“建筑湘军”的辉煌。

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制药、电
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资源勘探开发、
水稻育种、瓷器、烟花等传统产业强势出击，
加速抢滩“一带一路”。

据统计，2018年全省实际境外投资16.67
亿美元， 其中对“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投资
3.28亿美元，占总额的19.7%。目前，我省在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投资的企业达840家，
中方合同投资总额64.22亿美元。

推动优势企业“走出去”，我省与白俄罗
斯、捷克、巴西等国签署系列合作协议，在越
南、柬埔寨、老挝等国家建成12个省级境外
经贸合作园区，推动当地产业发展。国际友城
达88对，“朋友圈”不断扩大。

互联互通，经贸活跃

一声汽笛长鸣， 由怀化驶往白俄罗斯首
都明斯克的中欧班列，徐徐开出怀化西站。

2018年6月29日， 怀化开通中欧国际班
列以来， 为武陵山片区的产品出口提供了新
的便捷通道， 怀化成为继长沙之后第二个开
通中欧班列站点的城市。

长长的列车，满载汽车配件、瓷器、茶叶、
服装等湖南特色产品，一路向西，驶向广袤的
中亚和欧洲地区。

长沙， 已成为中欧班列内陆主要货源地
节点、主要铁路枢纽节点城市。湘欧班列纳入
中欧班列统一品牌管理， 已实现去程回程双
向常态化运行，开行线路11条，直接途经15
个国家，物流服务覆盖30个国家。

湖南机场敞开对接世界的大门， 黄花机
场可通达“一带一路”沿线12个国家31个机
场。

我省已开通常德-岳阳-上海“五定班
轮”航线、“跨境一锁”湘粤港直通快车，湖南
成为内地首个纳入粤港澳快速通关体系的省
份。

设施联通，贸易畅通。我省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产业互补性强，透过构筑铁、水、空立
体双向开放大通道， 经贸合作量质齐升。2018
年，全省进出口总额3079.5亿元，增长26.5%，增
速居中部第一、全国第四。其中，对“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贸易额802.6亿元，增长36.5%。

今年一季度，湖南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进出口216.9亿元，增长55%，高于同期湖南省
外贸整体增速13.7个百分点。

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展开“一带一路”这幅壮丽的画卷，既有经
贸合作的大手笔，也有民心相通的新故事。

3月31日晚， 一场在长沙铜官窑上演的新
媒体艺术大秀， 用最新的艺术和科技手段将长
沙的文化遗产与世界连接，把“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的青年代表带回到了海上丝绸之路曾经的
光辉岁月。

2018年，“锦绣潇湘”文化旅游合作交流系
列活动先后走进柬埔寨、俄罗斯、蒙古、老挝等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湖南全年接待入境游客
356.1万人次，不少便是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和地区。

2018年9月， 第四届对非投资论坛来到湖
南，500余名海内外嘉宾长沙论道对非投资合
作，共享繁荣。湘非之谊，在高层互动时上演，在
贸易畅通中显现，还在民心相通中密切。

湖南，张开双臂，欢迎丝路朋友。教育、卫
生、文化、旅游、公益慈善等重点领域合作精彩
纷呈。湖南累计引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国
专家约3000名；连续11年举办“汉语桥”世界大
学生中文比赛，连续3年举办“一带一路”世界青
年创意与遗产论坛；设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语言生奖学金，推动高校留学生教育发展；承办
179期援外培训班，连续3年成为全国承办援外
培训项目最多的省份。

“一带一路”已成为跨越万里、民心相通的
新桥梁。

湖南，以更开放的怀抱，拥抱世界！

湖南日报4月26日讯 （记者 张尚武
通讯员 胡蓉 尹志伟） 省财政推进惠农补
贴资金发放管理改革， 确保各项惠农补贴
资金透明发放，有效提升广大农民的“获得
感”。财政部日前召开全国惠民惠农补贴资
金“一卡通”专项治理会议，湖南作了典型
发言，介绍改革经验。

每项惠农补贴， 都是党和政府给予农民
群众最直接的关怀。 如何做到惠农补贴资金
透明发放？湖南深入推进改革，从创新管理机
制、推进资金公开、加强监督核查等方面加大
力度，确保惠农补贴资金透明安全发放。

5年前，湖南开发了惠农补贴“一卡通”
数据交换平台， 建立了部门录入、 银行支
付、农户查询“三位一体”的监管模式。随着
党和政府支农、强农、惠农政策特别是扶贫
政策越来越多， 普惠惠农补贴和扶贫补贴
难免让有些农民“分不清楚， 看不明白”。
2017年，为服务精准扶贫，省财政在全国

率先探索“一卡通”升级，将惠农补贴发放
由一卡一折（单）升级为两卡两折，即湖南
省惠农补贴明白卡（折）和湖南省扶贫补贴
明白卡（折）,前者用于发放普惠制的惠农
补贴， 后者用于发放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扶
贫补贴。去年，省财政再次对惠农补贴“一
卡通” 系统进行升级改造， 构建省市县乡
“数据资源共享、发放远程监控、资金全程
监管”的信息化模式。

随着“一卡通”升级，全省惠农、扶贫补
贴资金更加方便、 快捷地发放到老百姓手
中。 去年共发放惠农补贴14类298项合计
297.5亿元，其中扶贫补贴资金74.9亿元。

“一卡通”不断升级，监督也更加完善。
去年我省建立了覆盖全省的“互联网+监督”
平台， 方便群众对省市县乡村五级民生项
目、 到人到户的补贴资金进行精准查询。
2018年度，平台累计公开各类民生项目资金
1098.35亿元，其中扶贫项目资金864亿元。

湖南日报北京4月26日电（记者 孟姣
燕）25日举行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企业家大会上， 湖南昭泰医疗
集团与新西兰肿瘤研究所就“申报新西兰
国家注册I类新药CAR-T（新型嵌合抗原
受体T细胞癌症治疗）药品”，举行签约仪
式。 这意味着我省企业自主研发的晚期癌
症治疗技术， 有望很快在全球范围内获得
推广普及。

CAR-T在急性白血病和非霍奇金淋
巴瘤的治疗上有着显著疗效。 湖南昭泰医
疗集团自主研发的第三代、第四代CAR-T

细胞治疗癌症技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已
获得多项国际发明专利。该集团拥有诺贝
尔奖获得者、院士、博士、中科院研究员等
高端人才20余人， 建有3个诺贝尔奖工作
站和2个院士工作站， 是一家专业从事细
胞免疫治疗的高科技生物医药公司。

“在‘一带一路’生物技术合作领域，
湖南昭泰走在前列。”该集团负责人表示，
此次签约是CAR-T项目全球产业化的关
键一环，CAR-T技术与产品将会让新西
兰癌症患者受益；同时，有望通过新西兰
实现全球产业化，在全球范围推广普及。

华声在线记者 马灿
通讯员 李青松 向贵勇

怀化之北、沅水中游，武陵山与雪峰山
南北相接， 沅陵县因此山峦重叠、 溪河纵
横、钟灵毓秀。然而，作为集“老、少、边、穷”
于一体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如何
让这里的贫困户脱贫有指望、生活有盼头？
随着“扶贫车间”开到家门口，沅陵县在慢
慢发生着改变。

4月18日，满眼青山滴翠。记者来到位
于沅陵县太常乡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的向
华电子太常“扶贫车间”，看到工人们正忙
着组装电子零部件。

1个、2个、3个……家住沅陵县太常乡
白羊坪村的杜婷婷， 仅仅几秒钟就熟练地
完成了沾胶、插角这道工序。

今年35岁的杜婷婷，因患有小儿麻痹
症而丧失部分劳动能力， 此前只能在家做
些简单农活维持生计。

今年初，转机出现了。
在村干部的帮扶下， 杜婷婷走进了开

在家门口的“扶贫车间”，做起了组装工，进
厂才两个月就已成为这里的骨干， 第一个
月就拿到2800元工资。

越干越顺心的杜婷婷信心满满地说：
“电子零部件的组装劳动强度不大，又没有
太多的技术要求， 对我这种无法做重体力
活的人来说，再合适不过了，‘扶贫车间’让
我有了脱贫的底气。”

这个“扶贫车间” 共安排200多人就

业，绝大多数是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上的
贫困劳动力。开到家门口的“扶贫车间”，让
贫困村民看到了脱贫新希望。

工厂要用工，贫困户要脱贫，将“扶贫
车间”开到贫困群众家门口，让沅陵县找
到了一条实现互利共赢的好路子。

“‘扶贫车间’进乡、进村，对于贫困户
的帮扶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沅陵县扶贫
办主任刘志伟告诉记者，把“扶贫车间”办
到贫困户家门口,�贫困户务工每月保底收
入1500元以上， 激发了他们的脱贫斗志，
让他们重新找回尊严，有了获得感。

对企业来讲，“扶贫车间” 也让他们获
益多多。

“在乡村开设‘扶贫车间’，既解决了招
工难、用工贵的问题，也为我们解决了场
地问题。” 向华电子公司总经理肖杰表示，
向华电子作为落户沅陵的企业，1000余名
员工中，有三分之二是沅陵人，其中400余
人是贫困户。 如今， 向华电子拥有6个车
间， 打算将现有的最大一个车间拆开，改
为到几个贫困村开办“扶贫车间”，届时可
解决1500人的家门口就业问题。

近年来，沅陵县委、县政府在“百企帮百
村”精准扶贫行动中，利用撤乡并村的契机，
将村中富余劳动力集中起来，整合扶贫专项
资金、政策性金融资金，用活用足相关政策。
数据显示， 目前沅陵县已创办扶贫车间41
个，安排就业1759人，其中贫困人口653人，
人均月收入在1800元以上，真正做到让贫困
群众“足不出村、就地脱贫”。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李杰 通讯员 刘龙凤

2009年2月，我省实施“渔民上岸工程”，
汉寿县坡头镇178户渔民上岸， 落户坡头镇
群英村。10年来，渔民上岸定居建房补助、血
吸虫病防治、 禁渔期渔民临时生活救助、渔
民城乡低保救助、渔民转产就业培训与援助
等政策措施一一出台落实。2018年， 坡头镇
行政区划调整，群英村更名为如意社区群英
渔场。上岸渔民变居民，过上了如意的生活。

4月22日早晨， 连日春雨之后， 天空放
晴。在西洞庭湖湖堤上，汉寿县坡头镇如意
社区群英渔场居民夏孟枝正迎着朝阳晨练。
西洞庭湖浩渺无边，春景如画，不远处湖州
上的芦苇青翠葱茏，像是一块漂浮在湖面上
的绿毯。

“以前天天摸黑早起卖鱼，现在生活好
了，每天早起晨练1小时，身体好，越活越年
轻!”今年73岁的夏孟枝，和丈夫在西洞庭湖
捕了一辈子鱼， 当年的渔民生活过得很艰
难，家中有2条渔船，一条住家，一条捕鱼。
“‘住家船’ 就是在船上盖一顶竹篾棚子，进
出都要弯着腰低着脑壳，做饭洗澡睡觉都在
船上，桌子放不稳，晚上睡觉一有风吹雨打，
船就摇晃得厉害。”回忆从前的生活，老人的
话里透着一丝心酸。

10年前， 夏孟枝一家3口上了岸。“政府
补助2万元，向亲戚借了2万元，修了一栋小
楼房。”夏孟枝记得，上岸那年，村里来了招
工队，儿子周明华幸运地应聘到县城一家企

业。“工作加班多，但稳定，比起下湖捕鱼要
安逸得多。”今年44岁的周明华年收入达5万
多元，他告诉记者，今年底如果当上车间主
管，收入将会翻一番。

在群英渔场，和夏孟枝家一样建房的上
岸渔民有86户。从湖堤下来，一座新修的渔
民桥直通渔场居民小区。下桥后，一条宽阔
的水泥路贯穿整个居民小区。道路两边干净
整洁，樟树、紫薇树高低错落，绿意盎然。进
入居民小区，一栋栋渔民新居整齐地坐落在
水泥路两旁，屋舍前后的映山红、月季开得
正旺。

早餐过后，记者在群英渔场党支部书记
周运红的陪同下， 漫步在渔场居民小区。经
过渔民周运刚家时，只见他坐在家门口的大
树下，1岁多的小外孙正围着他牙牙学语。记
者走进他家看到，80多平方米的房子修葺一
新，客厅里有柜式空调、60英寸的液晶彩电,
厨房里有崭新冰箱……今年67岁的周运刚
早已不再捕鱼，他告诉记者：“我和老伴带好
小外孙， 让女儿女婿安安心心在外打工，这
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比周运刚还幸福的是周文前。 今年70岁
的周文前13岁就下湖捕鱼，10年前上岸后，他
和老伴补缴了社保。“现在我和老伴每月都能
按时‘领工资’，每人每月1200多元，除去生活
费，月月都有结余。”周文前的儿子儿媳都外出
打工，两口子年收入有10万多元。4月初，周文
前7岁的小孙子因流感住院治疗，“前后花了医
疗费2500多元，出院后报销了一大半。”

周运红告诉记者， 当年渔民上岸后，年
纪稍长的128名渔民补缴了社保， 真正实现
了“老有所养、老有所医”。除养老保险外，全
体上岸渔民都入了城镇居民合作医疗，医疗
费用可报销50%以上。“上岸渔民个个都有
血吸虫病， 渔民在坡头镇血防医院治疗，医
疗费一律报销50%。”周运红说，上岸渔民在
就业、就医、就学等方面都有了保障。

曾经“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渔民不止有
了小楼房， 如今生活方式也渐渐发生了变化。
记者在小区内看到，新建的渔民厕所、渔民广
场格外引人注目。“除早上晨练外， 吃完晚饭
后， 女人们不管老少， 都还会来到广场跳跳
舞。”51岁的胡前辉说，“做了一辈子渔民，想不
到还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我很满足。”

中午时分，只见渔民李向荣背着一副船桨
回了家。他告诉记者，现在已是休渔期，他把捕
鱼的船和桨安置好。

“渔民上岸后，没有人一味等靠要，纷纷转
产转业。”周运红说，目前,群英渔场40%的渔民
常年打工，109户持证捕鱼。 每年禁渔期间，持
证渔民每户可获得1800元补助；为增加收入，
渔民就会自行结伴外出务工。“每家每户不仅
衣食无忧，而且生活越来越有盼头，日子越过
越美好。”周运红说。

■蹲点感言

上岸奔向新生活
李杰

坡头镇如意社区群英渔场的居民，无论男
女老少，皮肤都比较黝黑。

经历过“水上漂”的艰苦岁月，回忆起向水
中讨生活的甘苦，大伙几天几夜也说不完道不
尽。他们黝黑的皮肤，就是风吹日晒后最好的
佐证。

离湖，他们难免有所不舍，因为这曾是他
们养家糊口、安身立命的地方。上岸，有他们向
往的幸福生活、美好的明天，那里有比一湖碧
水更广袤的空间和发展前景。

得益于政府实施的渔民上岸好政策，178
户渔民终于有了自己固定的新家。现在，渔民
们衣食无忧 ,日子越过越好。他们坚信，未来的
日子,晚辈们皮肤不再黝黑,前景会更美好。

古丝路续写新传奇
———湖南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互利共赢

———记者蹲点见闻

上岸渔民的美好生活

湖南昭泰医疗集团携手新西兰肿瘤研究所

湘企自主研发的晚期癌症治疗技术
有望在全球推广普及

惠农补贴资金透明发放
去年全省共发放惠农补贴14类合计297.5亿元
在财政部召开的相关会议上湖南作典型发言

“扶贫车间”开到家门口

“一带一路”
欢乐同行
4月25日， 湖南中医药大

学，国际学生在参加拔河比赛。
当天， 该校举行国际学生趣味
运动会，来自“一带一路”沿线
18个国家的150余名学生，通
过参加拔河比赛、趣味接力、鼓
舞飞扬等项目的比拼， 增进了
交流，收获了快乐。

焦珞珈 杨卓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4月26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林俊 杨春勇 ） 今天是第 19个

“世界知识产权日”。 记者从长沙海关了
解到，今年以来，跨境电商渠道查获侵权
物品数量明显上升。2018年长沙海关共
查获进出境知识产权侵权货物402件 。
2019年以来已查获涉嫌侵权物品1404
件，全部为出口跨境电商物品。

今年3月，长沙海关在对省内某电商企
业申报的出口跨境电商物品查验时， 发现
其中5票物品规格、品牌异常，涉嫌侵权。经
查， 申报为无品牌无型号的零钱包、 衣服

等，实为涉及耐克、阿迪等7个知名品牌的
零钱包、帆布包、T恤等。电商企业承认该
批物品为侵权物品。目前，涉嫌侵权物品已
被长沙海关暂扣，开展后续调查处置。

长沙海关综合业务处负责人介绍，目
前湖南省在海关总署备案的知识产权数
量58项、权利人22个。省内有进出口业务
的企业4000余家，在海关总署备案的知识
产权权利人数量占比还不到1%。长沙海关
提醒省内进出口企业， 加强知识产权海关
备案意识和维权意识， 知识产权权利人可
在海关总署网站在线办理备案手续。

出口跨境电商知识产权侵权物品查获数量上升
长沙海关今年已查获1404件，涉及耐克、阿迪等知名品牌

� � � � 4月18日， 沅陵
县向华电子太常乡扶
贫车间内， 工人们在
进行贴片工作。

马灿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