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5月2日讯 （见习记者
唐曦 通讯员 文兰 曾科） 今年“五
一”假期，南岳衡山上的百年野生高
山杜鹃竞相绽放，将各个山头装点得
一片鲜红，许多游客趁着假期，前来
赏花踏青。

5月的南岳衡山生机盎然， 漫山
含翠。连日的晴好天气让山林中的野
生杜鹃迎来盛放。受地理位置和多变
气候的影响， 这些生长在海拔1200
米以上的高山杜鹃相比平地杜鹃要
开放得晚一些，且每株树龄都在100
年以上， 其高度也比寻常杜鹃要高。
近百亩高山野生杜鹃花竞相怒放，灿
若云霞，许多游客和摄影爱好者慕名

而来，欣赏美景。
“这里真是太美了！空气太好了！

尤其是漫山遍野的杜鹃花海，还有虫
鸣鸟叫， 让我感到心情非常舒畅，好
想从城市逃离了！” 北京游客包俊强
见到满山遍野怒放的杜鹃花海，不由
感慨。

晴好天气也使得南岳景区游客
井喷，截至今天下午2时，南岳“五一”
假期已接待游客6.53万人次， 这其
中，有近万人昨晚以帐篷宿营的方式
体验南岳魅力星空。针对帐篷客增多
的现象， 景区安排工作人员通宵值
班，坚持每小时巡逻一次，提醒游客
防火防盗、注意安全。

南岳：百年野生高山杜鹃盛开迎客

湖南日报 5月 2日讯 （雷鸿涛
刘辉霞 李林 ）5月2日，记者在洪江
市黔阳古城走访时发现， 今年“五
一”小长假，古城民宿爆满，成网红
打卡胜地。

“这里的民宿有烟火气，古城民
风淳朴，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在这里
住几天，能让自己的心静下来。”来自
广东、现定居英国的李晓明是一位旅
游达人，他告诉记者，自己是提前一
个月才订到古城民宿的。

黔阳古城民宿大都藏身于街巷
里弄。 房间的装修简洁而充满情调，
推开门就能见到古城人的市井生活。

洪江市生态文化旅游资源丰富，

交通区位优势明显，现已成为中国十
大民宿区域 (湘黔桂边侗区民宿群
落)中最具潜力的民宿旅游与投资集
结区。近年来，该市成为了民宿创客
投资的热土，黔阳古城窨子屋民宿群
初具规模，是湖南民宿发展的一大亮
点。

目前， 黔阳古城有22家特色民
宿客栈和一家大型房车主题露营公
园，共有300个旅游主题床位，200个
户外露营位。一直以来，古城民宿在
品质、服务上不断下功夫，实行线上
线下预订，以实惠、整洁、时尚、温馨
的星级服务得到了全国各地游客的
青睐。

黔阳古城：民宿成网红打卡胜地

湖南日报5月2日讯（记者 严万
达 通讯员 欧阳友忠 单明海 ）“感
受天然氧吧，体验古村状元文化，品
尝乡村美食， 真是不虚此行！”5月2
日， 来自上海的游客王青贵在朋友
圈里晒出在宁远旅游感受。据介绍，
“五一”假期，来自上海、福建、浙江
等地的游客在宁远各个景区、 景点
尽情地享受自然山水风光和古村民
俗特色。

宁远是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
工程试点县、湘江源头区域国家生态
文明先行示范区，有九嶷山国家森林
公园，湘南最大的原始次生林、最大
的天然植物园，被誉为“绿色海洋、天

然氧吧、生态胜境”。“五一”假期，该
县以九嶷山国家森林公园天然氧吧
为旅游主线，将“红、古、绿”资源巧妙
地串在一起，打造出桐木漯瑶族乡汉
皇殿万亩野生杜鹃花、下灌古村状元
游、九嶷山景区万人攀登三分石等旅
游品牌，将森林观光、度假疗养、休闲
娱乐等生态旅游项目相融合，吸引广
东、福建、浙江等地游客纷至沓来。游
客们踏进国家森林公园， 走古道，游
古村，呼吸清新空气，尽情享受“天然
氧吧”带来的舒适。

据了解，“五一” 假期前两天，该
县迎来了5万多名游客前来度假旅
游、“洗肺”养生。

宁远：5万多游客畅游森林氧吧

湖南日报5月2日讯 (记者 陈鸿
飞 见习记者 王梅 通讯员 陆元连)
4月30日，特变电工集团南方智能电
网科技产业园等8个重点项目在衡
南工业集中区开工， 总投资达32亿
元。

当天上午， 衡南县2019年度重
点项目集中开工主会场内，项目介绍
展板依次排列，戴着安全帽的工人师
傅精神抖擞，挖掘机、工程车一字排
开，整装待发。同时，其他开工分会场
内，车辆不停穿梭，如火如荼的场面
催人奋进。

据了解，衡南县三面毗邻衡阳市
区，区位优势明显、交通便利，良好的

发展环境让衡南县成为投资兴业的
热土。此次集中开工的重点项目有特
变电工集团南方智能电网科技产业
园、得意电子二期、港田新材料、鸿大
精密制造、凯晋锋制造、胤涛机械、星
珂能源、 衡阳市铁路职业技校等8个
项目，涵盖高端装备制造、机械设备
和电子信息等多个领域。

开工仪式结束后， 衡南县召开
了2019年重点项目建设推进会暨
“四区一花园”建设动员会，要求全
县上下形成“发展为要、项目为王”
的广泛共识，凝聚“大抓项目、抓大
项目” 的磅礴力量， 撸起袖子加油
干、使劲干。

衡南县8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总投资32亿元

华声在线：www.voc.com.cn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43—0001 湖南日报社出版
HUNAN RIBAO

己亥年三月廿九
第25159号

2019年5月

星期五

今日4版

3

邮发代号 41-1 邮编：４１０００５ 邮政服务热线 11185 湖南日报报刊发行中心投诉热线：（０７３１）8４３２９７７７ 本版责编 李军 版式编辑 刘铮铮

距2019中国(长沙)
国际工程机械展览会 还有12天

湖南日报5月2日讯（记者 肖祖华 见习记
者 张佳伟）日前，2019年湖南邵阳———粤港澳
大湾区重点产业项目推介会举行，邵阳市共发
布招商项目119个，其中，新型工业化及湘商产
业园项目51个，总投资1676.58亿元。沿沪昆高
速公路布局的湘商产业园再次成为邵阳市招
商引资的热点。

沪昆高速公路是横贯邵阳的国家级交通
干线，在邵阳境内175公里，途经5县2区,并通过
相连的二广、衡邵、邵永、洞新高速，将12个县
（市、区）全部相连。2014年，邵阳市启动湘商产
业园建设“4年行动计划”， 在全市12个县（市、
区）建设湘商产业园，筑巢引凤，打造沪昆百里
工业走廊。

邵阳市在园区建设方面灵活多样， 采用
“工业地产”“园区开发”“园企共建” 等模式，完
善配套，截至目前，全市园区累计开工建设标
准厂房501.43万平方米，投产392.09万平方米，
厂房建成和使用规模均居全省前列，成为承接
产业转移的重要载体。 在搭建平台的同时，该
市强化服务，引导集群发展，目前，邵阳智能制
造产业小镇、邵东廉桥医药工业园等一批特色
园区建立，沪昆高速沿线湘商产业园已经成为
创新创业的重要平台。在招商引资方面，大力
推进“迎老乡、回故乡、建家乡”招商战略，截至
目前，全市累计签约企业815家，入驻596家，投
产512家，呈现“一凤来栖、群凤相随”的喜人局
面。

经过4年的探索实践， 沪昆百里工业走廊
建设成效显著。 形成7个省级工业园区， 截至
2018年底，入园企业1976家，占全市入园企业
总数的88.61%；解决就业22.98万人，实现技工
贸总收入1933.32亿元，年均增长14.15%。2018
年，在全省“135工程”综合考评中名列第一，沪
昆百里工业走廊基本建成。

湖南日报记者 徐荣 蒋睿 通讯员 曾佰龙

湘钢和沙特签下世界上最大海水淡化项目
订单；华菱线缆第一批耐火电缆发往黔张常铁路
项目工地，助力我国高铁发展；湘电长泵拿下“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巴基斯坦的大订单……春深时
节，湘潭市工业战线不断传出好消息，实体经济
发展蹄疾步稳。这些成绩的背后，与湘潭持续优
化高质量营商环境，扶“龙头”、培产业，巧打“管”
“扶”“融”3张服务牌密不可分。

管———“超级帮办”加快项目落地动工
今年一季度，湘潭阴雨天数之多历史罕见，

但糟糕的天气阻挡不了位于湘潭经开区湖南商
学院北津学院项目的建设进度。“9台塔吊日夜
运转，500多名作业人员轮流施工，8栋教学楼
已全部封顶， 肯定能赶在今年秋季开学前竣
工。”项目方湖南铭泰教育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郭文艺说，如果不是“承诺制”，项目完成
起码延迟3个月。

这个项目起初推进并不顺利，项目方找了多
家高校斡旋， 最终才花落湖南商学院北津学院。
由于立项过程换了“东家”，需要重新开具项目名
称变更等证明材料，合作银行才肯放款。怎么办？
郭文艺忧心忡忡。

幸运的是，北津学院项目被列为湘潭市第一
批签订“承诺制”的项目之一。主管该项目的湘潭
经开区承诺，以最快的速度、最便捷的方式加快
项目落地，实行“一窗受理、全程代办、一站办结”
机制，开通“容缺”“预审”“联审”绿色通道。项目
方则承诺，保证提交的资料真实有效，项目设计
和审批手续合法合规， 接受主管部门在工程质
量、文明施工等方面的监督。最终，北津学院项目
从一张白纸到项目落地，只用了一个月。

荩荩（下转2版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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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日，游客
在吉首市德夯风
景名胜区欣赏文
艺表演。“五一”小
长假期间，该景区
内的优美大峡谷，
浓郁苗族风情，独
特自然风光，吸引
了络绎不绝的游
客前来观光游览。

姚方 摄

苗族风情
醉游客

湖南日报5月2日讯 (通讯员 唐
鹏程 侯碧海 记者 肖洋桂 )4月30
日， 正大集团50万头生猪种养结合
生态循环示范园项目开工仪式在石
门县夹山镇举行。

该项目现阶段建设内容包括
6000头种猪场1个，5600头配套育
肥场16个， 年出栏生猪可达18万

头。 项目将采用生猪养殖粪肥集中
处理， 发酵、 腐熟后进行资源化利
用。年产粪肥9万吨，将用于发展1
万亩柑橘种植， 年可减少化肥用量
1500吨。

该项目可避免养猪污染环境，还
可有效提高柑橘品质， 实现绿色、环
保、生态可持续发展。

正大集团50万头生猪种养项目落户石门

5月2日傍晚，骤雨初
歇，湖南八面山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内彩云翻腾，蔚
为壮观。保护区位于桂东
县，主峰石牛仙海拔2042
米， 区内植被保存完好，
珍稀濒危物种资源丰富，
有多种国家一级保护的
珍稀树种，如银杉、伯乐
树等。自然保护区内有野
生动物136种， 其中稀有
珍贵野生动物数量为湖
南第一，有国家一级保护
动物华南虎、金猫、云豹
等， 被誉为“动植物王
国”。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通讯员 郭玟琼 摄影报道

“八面”
云海

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土地里长得出庄稼，也能长出梦想。
80后岳阳女孩钟瑛的梦想就是从土地中生

长出来的。10年前，28岁的钟瑛带着51万元积蓄
回到农村创业；10年后， 她创立的岳阳新和美农
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帮助农民实现粮食增产8万
多吨、节本增收2.3亿元以上，成功带动近万贫困

人口脱贫致富。
4月28日， 钟瑛从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贺

军科手中接过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成为今年湖南
唯一一位获此殊荣的青年。

筑梦
辣妹子有个“将军梦”

当下，正值早稻第一次病虫害防治的关键时
期，岳阳县筻口镇沙南村村民任军雄却没有像往
年一样忙碌。“过去自己打药，施药设备落后，比较
辛苦，还有中毒风险，现在与新和美农业科技服务
有限公司签订协议，直接做起了‘甩手掌柜’。”任
军雄说。

专业化的统防统治，不仅解放了农民的双手，
还保障了农药减量控害，保护了环境，农业生产安
全、农产品质量安全更有了保障。这是钟瑛回到农
村10年给当地带来的变化之一。

外表朴实，嗓门洪亮，说话干脆，今年38岁的
钟瑛出生于岳阳市平江县安定镇长兴村，是位地
地道道的辣妹子。小时候起，钟瑛就和父辈们一起
到田间干活。贫穷和辛勤劳作给她留下了很深的
印象，也磨砺了她能吃苦的性格。平江县是有名的
将军县，受到耳濡目染，钟瑛心中也悄悄诞生了一
个少女的“将军梦”：长大后一定要带领乡亲们过

上幸福、舒适的生活。
大学毕业后，钟瑛先后做过销售经理、保险业

务员。2009年， 钟瑛担任中华保险岳阳支公司主
管时， 看到了一份关于病虫害导致农业歉收的保
单，发现湖南农作物病虫害比较突出，滥用农药现
象普遍，这让她想起了有一年村里爆发虫灾，喷洒
农药都没用，庄稼几乎绝收的情景。钟瑛的心情变
得十分沉重。

“农民单户分散防治病虫害时对于施药剂量、
施药时间把握不准，施药效率低；为了节省成本，
农户经常选用高毒农药， 也容易造成食品安全问
题和农村面源污染。”考虑到这些，钟瑛儿时的那
个“将军梦”又在心底萌动，她想为何不到农村去
在病虫害统防统治的战场上做“杀虫将军”？

“别人都是想方设法进城市，你放弃十几万的
年薪和舒适的工作环境， 去农村搞什么统防统
治？” 农业统防统治是社会化、规模化、集约化的
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服务， 当时在岳阳地区刚刚起
步，人们对这项工作并不了解，家人、朋友都不赞
同。尽管如此，钟瑛还是毅然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
51万元，创建了田园牧歌农业综合服务有限公司
（新和美前身），并提出要“让种植更轻松，让作物
更丰收，让农村更美丽”。

荩荩（下转2版②）

生长在田野的梦想
———记第二十三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钟瑛

钟瑛 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