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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湖南日报5月4日讯(记者 邢玲 通讯
员 罗骑)日前，益阳高新区产能设计规划
日产小龙虾200吨的国联水产项目一期
正式投产， 当年产值可实现5亿元以上。
“我们去年10月签订协议，11月开始动
工，今年3月底就已经试生产。”国联 (益
阳)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说，一期项目能
赶在小龙虾上市旺季实现投产，得益于益
阳高新区对项目建设开通“绿色通道”，提
供了一系列“保姆式”服务。

今年来， 益阳高新区坚持“内外兼
修”，持续推进“产业项目建设年”活动，多

方出击扩大项目增量，激活资产深挖项目
存量， 努力打造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的
强磁场， 为经济转型升级、 高质量发展
提供持续动能。 该区强化招商引资“一
号工程”，紧紧围绕五大产业板块，紧盯
“3个500强”、上市公司等行业龙头和产
业领军企业， 通过开展小分队赴外招商
活动和重要节会招商活动， 取得丰硕成
果。截至4月底，全区今年新引进项目26
个，其中“3个500强”企业项目2个，上市
公司项目3个； 引进市域外资金形成固
定资产投资28.2亿元， 占年度任务的

25.2%，实际利用外资2282万美元，占年
度任务的24.8%。

同时，益阳高新区深挖存量项目及重
点企业潜力，通过强化土地、水、电、气等
要素保障，并以融资、用工等问题为导向，
推进存量项目建设进度、助推新项目落
地生根。今年来，该区26个市级以上
重点建设项目均进展顺利，实现新开
工工业项目5个、 新投产工业项目4
个， 其中超频三公司益阳项目5月底
可实现投产，年产值可达3亿元；华升
益鑫泰预计5月20日投产， 今年产值

预计1亿元；益橡机预计6月份厂房主体
竣工； 灏森科技预计5月份正式启动建
设。此外，一园两中心、梓山湖北广场等
基础设施项目正稳步推进。

今年一季度，益阳高新区实现规模工
业增加值22.65亿元，同比增长7.8%。

湖南日报5月4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刘联波）4月26日，东安县林安雅
竹业有限公司内一片忙碌。该公司生产的
高档户外竹地板、竹建筑材料等畅销欧美
市场，该企业负责人介绍：“今年的订单已
经排到下半年。”

东安县有竹林面积31.04万亩， 其中
南竹林面积30.5万亩。近年，该县立足县
内丰富的竹资源， 制定和出台优惠政策，
大力引进竹精深加工企业，并引导县内原
有的竹粗加工企业转型发展，实现从竹资

源大县向竹产业强县发展。到目前，全县
发展各类竹加工企业40余家，吸纳1万多
人就业。 去年， 全县竹产业实现产值7亿
元。

东安县通过包装项目， 参加招商引资
活动、小分队上门招商等，建成了竹产品深
加工产业园，园区内有2家省级龙头企业进
入全省竹类加工十强， 加工生产竹户外板
材、竹家具、高档砧板等。该县汤氏竹业有
限公司成为全省最大的高档砧板生产企
业，其产品出口到世界各地。

同时， 东安县大力引进专业技术人
才，各级各部门全力提供技术服务到生产
一线、联系银信部门等优质服务，支持和
引导县内原有的竹粗加工企业向精深加
工转型发展。该县川岩乡白牙水村村民雷
志华2011年开办一家小型竹制品加工
厂。在县里的支持下，今年他投入300万
元，改进生产线。公司从过去只能生产半
成品，转而生产中高档砧板等，产品订单
不断。

东安县在发展竹精深加工的同时，抓

住被列入全省竹产业发展专项基金毛竹
低改项目县的机遇，指导农民群众全面实
施修山除灌、垦复施肥、科学取笋等南竹
低改措施， 为竹加工企业提供优质原料，
推动农民群众脱贫致富。目前，全县南竹
低改后，亩均立竹达110根以上，部分区
域达到亩均立竹150根， 质量也全面提
升。 该县川岩乡上界头村村民蒋少介绍，
南竹低改后，每亩竹年产量达1吨以上，去
年， 他承包的500亩南竹林销售南竹，实
现纯收入15万多元。

“惟愿家乡更繁荣”
湖南日报记者 徐德荣 通讯员 夏建军

锣鼓喧天，笑语阵阵。5月1日，衡山县创品国际建材
家居城开业，并举办第三届家装采购节，吸引了当地及周
边县区的数千名群众前来“贺喜”。

当天上午，“创品国际”里面，经销商、市民摩肩接踵，
热闹非凡。据统计，现场成交的订单就超过3500个。算上
电话咨询、线上互动的数据，当天的活动受关注程度创下
衡山节会之最。

一直以来， 衡山县的建材家居行业普遍是“以街代
市”，没有专门的大型商贸城和城市综合体。陈旧落后的
购物环境和消费业态，为当地群众所诟病。

如何改变这一面貌? 衡山能否打造出一个集建材家
具、软装饰品、生活家电、装饰材料一站式采购的城市综
合体?
� � � � 2017年4月，衡山县委书记尹培国率领“迎老乡、回
故乡、建家乡”领导小组走访广东省佛山市衡山商会，见
到了衡山老乡陈春平。自此，“创品国际”4个字便与衡山
紧紧连在了一起。

陈春平是佛山市衡山商会会长， 从事建材家居行业
已有20余年。除了佛山之外，他还在加纳、柬埔寨等境外
经营家具建材。但回老家衡山投资，一直是他的心愿。

“家乡欢迎你们，家乡的发展需要你们”“我们将强力
推进企业联手帮扶，帮助你们解决‘围墙外的事’……”

家乡领导情真意切地邀请、全力支持的底气，让陈春
平当即决定：回乡!
� � � �当年10月， 总投资5亿元的衡山县创品国际项目便
正式破土动工，打造衡山县首座建材家具、软装饰品、生
活家电、装饰材料专业市场。不仅项目落地和开工的速度
快，工程建设、销售和招商运营都刷新了“衡山速度”。

“原以为可能会花费很长时间，但没想到短短半年，
就将项目建设前期的所有问题悉数解决!”陈春平高兴地
告诉记者，衡山“创品国际”的快速推进，首要源于当地在
服务企业、服务项目上的决心和执行力。

“回到故土，心不孤独。为家乡的发展出力，惟愿家乡
更加繁荣!”陈春平坚定地说。

好项目开拓出好市场。在陈春平的带动下，数十名在
广东经营建材家居的衡山人，纷纷返乡到“创品国际”置
业、经商。

常德破获首起
特大黑客入侵案

湖南日报5月4日讯（记者 鲁融冰
通讯员 张枫 欧明松 ） 常德某网络科
技公司后台遭黑客入侵，造成上百万元
损失。近日，常德警方侦破该案后，将
已追回的47万多元现金物归原主。这
是该市近年来破获的首起特大黑客入
侵案。

常德某网络科技公司开发了一款
棋牌类游戏，3月4日凌晨，公司负责人
张某发现系统遭到黑客非法网络攻击，
公司账户中107万元失窃。 接到报案
后，常德警方迅速成立专案组，第一时
间指导受害公司加强网络安全防护工
作，堵塞漏洞，并调取了案发当天公司
系统的后台日志。经技术核查，非法网
络扫描攻击源头来自于四川内江、浙江
杭州等地。

随后，在内江、杭州、深圳警方的协
助下， 专案组锁定了四川内江的曾某有
着重大作案嫌疑。3月16日，民警将其抓
获，缴获涉案资金数十万元。经深挖，另
一名犯罪嫌疑人罗某于4月17日落网。

经查， 犯罪嫌疑人曾某今年34岁，
曾在云南某部门从事网络技术安全工
作，熟练掌握了网络攻防技术，平时喜欢
网络游戏和赌博，2018年因盗卖网络游
戏装备被江苏警方打击处理过。 曾某后
来盯上了常德某网络科技公司，3月3日
至4日，他通过电脑入侵该公司系统，分
3次转走账户中的107万元资金。

拆除废弃厂房种粮食

双峰“拆旧复垦”
新增耕地1200亩

湖南日报5月4日讯（记者 周俊 通
讯员 肖展发 罗清泉）近日，在双峰县杏
子铺镇双溪村的废弃砖厂，17亩水稻迎
风摇曳。通过土地整理和复垦，该村拆除
砖厂重新种上了粮食。80岁的成果丰老
人感慨地说：“今年我们村里起码要增产
1万公斤粮食。”

上世纪末，双峰县砖厂、煤矿、采石
场等企业兴起，许多地方不惜“废田土、
兴厂矿”，导致农田面积锐减。随着国家
产业结构调整和环保门槛提高， 许多厂
矿相继停产或停办， 而原有土地并没有
恢复农业生产。今年，依托全省实施城乡
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的契机， 双峰县
全力推动“拆旧复垦”工程，盘活农村闲
置抛荒土地和低效建设用地， 破解建设
用地和耕地保护之间的矛盾。

该县成立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
项目工作领导小组， 出台实施细则和绩
效考核方案。项目覆盖12个乡镇，包含
废弃砖瓦窑、煤矿、厂房、采石场、居民点
共46个地块。其中，杏子铺镇7个地块已
全部完成拆旧复垦， 新增耕地面积105
亩。 通过复垦整地， 全县新增耕地面积
1200亩，许多废弃的厂房被一片片生机
勃勃的稻田所取代。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谭格 王相辉

说到工厂， 人们自会想到车间、生
产线、 工人和产品， 恐怕很难想到旅
游。5月2日上午，记者走进位于临湘市
羊楼司镇的湖南十三村食品有限公司
厂房， 意外发现， 它不像一个工厂，却
是一个生态休闲特色浓郁的旅游景区。
中南国际（湖北）商旅集团有限公司赵
樑文经理带着200多名武汉市民在这
里旅游，厂区一派欢乐祥和景象。赵樑
文称赞道：“十三村不仅生态好， 而且
李总（国武）人好，他帮了很多人。游客
来了都被感动。”

碧树葱茏，宛如森林

从107国道旁北行50米， 是一条绿
色走廊，长满树木、花卉。但最震撼的是
廊道右侧厂房墙垛上的绿。 已被一种叫
凉粉果的碧藤全覆盖了， 一直覆盖到厂
门以内，6栋厂房的墙体都被这种碧藤
所占领。

廊道左侧一条清溪叮咚作响， 流入
厂内小圳，流向西北角的池塘。因被月季
花环绕，故池名月季潭。潭中睡莲盛开，
游鱼嬉戏，里面养有鱼、龟和鳖等10多
种水产动物，公司董事长李国武说，它们
均是社会爱心人士放养的。

溪边，立着两株苍老的杜鹃。在常人

眼里，杜鹃一般就是一种植物。而在十三
村却成了古树。李国武说，它们已经600
岁了，被誉为“花中西施”。

进入青藤掩映的厂门内， 左右两边
都长着一株800年的杜鹃。论资排辈，杜
鹃应该是园子里的“灵魂”。当然，还有枇
杷、李树、梨树、杨梅、胡柚、玉兰等，美不
胜收。

鲜花怒放，仿若花展

有树自有花。
“最惜杜鹃花烂漫， 春风吹尽不同

攀。”古老的杜鹃，还殷殷地扬着花。或者
鲜红，或者紫红。虽是5月，但它们依然
争奇斗艳，仿佛要把春天长久地留住。

园内月季，有大红和粉红的，开得
特别卖力，享受着蝴蝶痴迷的追求。栀
子花正含苞待放， 仿佛一个个欲说还
休的故事。紫荆花虽然不大，但其花之
多，是其它花所不能及的。那些小而艳
丽的花朵， 缠缠绵绵爬满整棵树的枝
条。更为壮观的是，有几株紫荆树，看
上去你找不到几片叶，而眼眸所及的，
尽是满树的嫣然。

果实芬芳，好像画展

百花阅尽，再赏果实。厂房内到处果
实飘香。

琳琅满目的枇杷和李子， 只有指头

那么大。李子可谓“人丁兴旺”。樱桃果青
青涩涩，最逗鸟儿喜欢，树上残留的果子
不多，树下铺满果子的“残骸”。

数量最多的是凉粉果。 随便走近一
堵墙，翻开一根藤，就可看到它们腋下壮
实的果， 如同一只只小菜瓜。“凉粉果就
是夏天做凉粉的果子。”李国武说，“我们
植树栽花，并不是要瓜果，而是要乐趣。”

在李国武嘴里， 说到最多的是“乐
趣”二字。他说，十三村是湖南省首批老
字号， 其酱菜制作技艺被列入湖南省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为了打造生态
文化品牌，公司从10年前开始建设生态
景区。从一开始，就作了规划，然后不慌
不忙地建设和完善。总之要四季有花、四
季挂果。

鸟巢漂亮，如同别墅

在厂区内， 记者的最大发现还是鸟
巢。每一栋厂房屋檐下都呈“一”字悬挂
着一排鸟窝，是木制的，上下两层，两张
正门，人字顶，如同别墅。李国武称，都有
鸟儿居住。何以见得？他说：“它们门口都
有草条嘛。党和政府关心群众，做了很多
安居工程。我就关心鸟儿，做鸟儿的安居
工程。”

有多少个鸟巢呢？ 李国武说，260
个，已吸引云雀、斑鸠、麻雀、八哥、野鸽
等鸟类3000多只安家落户。它们给工人
带来了无穷的乐趣。

益阳高新区引资火爆
今年头4个月新引进项目26个，实际利用外资2282万美元

东安竹产业根深叶茂
全县各类竹加工企业40余家，竹产业产值达7亿元

“女书全球行”
在京启动

推动女书申报“世界记忆遗产”
湖南日报5月4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任泽旺

蒋一田）“五一”前夕，“女书全球行”启动暨女书（北京）国
际文化交流中心成立仪式在北京举行。

“女书全球行”围绕“女书IP全球化和衍生品的跨界
共享”核心，开展一系列会议展览、文创文旅活动，将女书
文化与文化创意与互联网运营推广相结合， 以独特的文
化视角挖掘和创造女书的品牌价值， 为女书的传承和发
扬带来更广阔、更深远的传播效应，力求打造国际化的文
创产业合作平台，推动女书申报“世界记忆遗产”。

女书（北京）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成立后，将通过成立
女书国际俱乐部、 举办女书文化全球传递仪式和艺术展
览等系列活动， 向全世界展示女书文化及中国女性的独
特魅力，同时以女书文化链接全球优秀女性，凝聚女性力
量，促进共同发展。

江永县主要领导表示，今后，将以产业发展促进科研
深入与资源保护，努力搭建“一带一路”建设中女书文化
的运营平台，通过“女书全球行”促进中国女书文化的传
播。

瞧，十三村那260个鸟儿安乐窝

民俗活动引客来
5月3日，通道侗族自治县坪坦乡皇都村侗寨，村民表演纺纱织布。连日来，该侗寨推出侗族大歌、纺纱织布、芦笙踩堂

等独具地方特色的“文化套餐”，吸引众多游客来到侗寨乐享“五一”小长假。 刘强 左茜 摄影报道 武冈：村医“面对面”
接受老百姓评议

湖南日报5月4日讯 （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肖晓峰
肖鸣学 杨曲涛）“我作为一名乡村医生，在光荣村工作整
整20年了，全村21个村民小组，不知跑了多少遍，已无法
用数据体现……”近日，在武冈市荆竹铺镇光荣村，村医
林少爱“面对面”向该村30多名党员、组长、群众、贫困户
代表述职。村民代表们则从医德医风、业务水平、服务态
度、满意度等四个方面给她打分。

当天上午，通过老百姓现场打分，林少爱和村卫生室
另一名从业人员最后都达到了90分以上的优秀标准。这
是武冈农村466名村医接受村民“面对面”评议的一个缩
影。

2017年， 武冈市在全市299个村建好了标准化村卫
生室，农村患者就诊条件、村医服务水平得到显著提高。
2019年，该市出台了《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并制定
下发《武冈市行政村卫生室乡村医生述职评议工作方
案》，决定从今年起，每年对全市所有行政村（社区）卫生
室乡村医生开展年度述职评议活动， 把对村医执业服务
行为的监督权，放在普通老百姓手上。评议活动中，村医
向群众代表面对面述职，接受群众代表现场评议打分，评
议结果与村医聘用合同和执业证书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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