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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唐璐 通讯员 陈志群

政府、企业、学校和其他各方应为青年提
供资金和智力支持，推动青年发展、创新和创
业；鼓励各利益攸关方开展合作……

4月27日，外交部公布了第二届“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清单，《长沙倡议》
就是重要成果之一。

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城市，长沙
不仅在文化交流上取得了不凡成绩， 在经贸
合作上也持续书写着丝路传奇。

连日来，记者在采访中感受到，自“一带
一路”倡议提出以来，长沙抢抓发展新机遇，
全面实施开放崛起战略， 以开放的理念拓通
道、强项目、搭平台，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上不断走深走实。

拓通道,贸易往来快速发展
长沙市商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一

季度全市外贸进出口总额368.4亿元，同比增
长63.1%� ，增速领跑中部省会城市。亮眼成绩
单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贡献不少，
实现贸易额105.7亿元，同比增长71.5%。

成绩单的背后离不开开放通道的铺垫。
“2014年之前， 长沙的小商品出口至国

外， 只能通过成本较高的空运或耗时较长的
水运。”长沙傲善进出口有限公司总经理邱颂
说，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中欧班列
（长沙）应运而生并借势快速成长，“铁路是一
种性价比很高的国际运输通道， 为许多中小
企业减少了经营成本。”

如今，沿着丝绸之路，载满货物的“中欧
班列（长沙）”呼啸飞驰。

去年，中欧班列（长沙）保持每周3列稳定

开行， 全年开行157列， 进出口货值达52.3亿
元；今年，随着中欧班列（长沙）扩容提质，完
成“中南国际陆港”的组建，计划全年至少开
行320列。

邱颂介绍:“这两年，我们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的贸易往来快速发展， 取得了很好的
成效。”

截至去年底，长沙已与“一带一路”沿线
63个国家和地区开展进出口贸易， 外贸多元
化市场正在加速形成。

强项目,经贸合作增活力
如果你有兴趣沿着“一带一路”走下去，

就会发现长沙企业实施的项目随处可见。
在格鲁吉亚，去年10月，湖南路桥集团中

标E60高速公路科维-优比萨项目，合同总金
额约20亿元。

在埃塞俄比亚，102台三一风机参与非洲
第二大风电项目建设。风场迄今运转良好，累
计总发电量达12亿千瓦时， 解决了首都亚的
斯亚贝巴30％的电力需求。除改善供电外，项
目还为当地输出了大批技术人员。

在柬埔寨， 湖南尔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了湖南尔康（柬埔寨）投资有限公司，主
要为全球淀粉胶囊客户提供天然无污染的木
薯淀粉原料，目前，尔康制药柬埔寨产业园已
成为湖南省“一带一路”的重点培育园区。

去年，长沙分布在“一带一路”区域的对
外投资项目共31个， 占全市对外投资项目总
数的64.58%；在“一带一路”区域对外承包工
程和劳务合作完成营业额14.5亿美元，占全市
的51.15%。

此外，随着中非经贸论坛永久性落户长沙
这一重大契机，长沙市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紧抓

机遇，将非洲作为重点地区进行深耕、开拓。
据介绍，2018年长沙对外承包工程和劳

务合作在非洲地区新签合同额5.89亿美元，项
目分布在阿尔及利亚、乌干达、尼日利亚、贝
宁、赞比亚等28个国家和地区。

搭平台,助力企业走出去
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助力企业高质

量走出去，需要更加开放，更加包容的平台。
在长沙， 有黄花综保区的电子信息产业

平台、金霞保税物流中心的物流大平台、高桥
大市场的市场采购贸易平台等。 这些都推动
着全市“一带一路”建设走上新台阶。

作为长沙国际合作资讯官方发布窗口，
“湘企出海+”综合服务平台为企业“走出去”
提供全面的“一站式”资讯，集中展现“走出
去，引进来”双向信息动态，助力本土企业对
外投资合作以及吸引境外机构来长投资。

在政府的支持下，2016年湖南金洲茶叶有
限公司成立湘品入俄国际贸易平台联盟，致力
于整合两国优质资源，将国内的茶叶、农产品更
好地销往国外。目前，该联盟的国内会员达到
27家，2017年实现供销合同2000万美元。

“湘品入俄”是长沙市企业抱团出海的一
个缩影，目前，在“湘企出海+”综合服务平台长
沙专区上，全市有10多个这样的“联盟军团”。

此外，长沙在境外搭建的平台还有很多:埃
塞俄比亚-湖南工业园和老挝炫烨现代生态农
业产业园建成并通过省级境外经贸园区认定，
老挝炫烨现代生态农业产业园被认定为中国

“一带一路”重点发展项目，阿治曼中国城、东帝
汶农业高新技术开发区、北欧湖南农业产业园
3家省级重点境外经贸园区加大了招商推介力
度……长沙的企业走出去的道路愈发宽广。

致力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
———“一带一路”倡议让长沙加速与世界接轨

5月13日，施工人员对
资兴市东清公路小东江二
号桥进行加固施工。 该桥
修建于上世纪80年代，是
东江湖旅游区和库区群众
出行的主要通道， 随着车
流量的日益增大， 已经难
以满足群众通行需求。近
日， 该市启动对小东江二
号桥的加固改造工程，保
障桥梁的安全通行。

朱孝荣 摄

桥梁加固
保安全

湖南日报5月13日讯（记者 颜石敦 通讯
员 唐浩瑜）记者今天从矿博会筹委会获悉，5
月17日至21日第七届矿博会期间， 郴州国际
会展中心一楼、二楼各布置一个售卖点，将推
出毛绒抱枕、30厘米毛绒公仔、50厘米毛绒公
仔、PVC钥匙扣、书包和徽章等6款“矿娃”限

量版衍生产品。
矿娃的头顶是一座矿山， 它一手拿着矿

晶，一手拿着市花月季花，充分体现郴州“林
邑之城”“矿晶之都”的魅力。郴州市会展局工
作人员彭宁波说，这次推出6款“矿娃”限量版
衍生产品，旨在快速传播矿博会吉祥物生动、

可爱、热情形象，进一步挖掘矿博会吉祥物市
场价值，探索矿博会市场化转型。

去年，矿博会筹委会面向国内外设计师征集
矿博会吉祥物设计方案，共收到100余份设计方
案。今年2月，矿博会筹委会评定了1件应征作品
作为矿博会吉祥物， 并就吉祥物开展征名活动，
吸引近500人报名应征。4月13日，向社会公布了
10个入围名单，然后进行网络投票评选，最终从
前3名当中选定“矿娃”作为吉祥物的名字。

郴州推出6款“矿娃”衍生产品

荨荨（紧接1版）去年5月，经省地质测试研究院
和省地质科学研究院采样和测试，该玉石是
以水铝石矿物成分为主的集合体，依据国家
标准《珠宝玉石名称》《珠宝玉石鉴定》鉴定
其宝玉石基本名称为水铝石玉。考虑到地域
因素，业内综合各方意见，给临武以水铝石
矿物为主要成分的玉石取商贸名称为“舜珑
玉”。

据介绍，“舜珑玉”矿物组成主要为水铝
石（含量≥90%），含少量刚玉、方解石、石
英、 黏土矿物和金属矿物等。 颜色以白色为
主，少部分浅灰色、浅绿色、浅紫色、浅蓝色和
浅粉红色。原石质地细腻，常带有深浅不一的
褐色、黄色、黑色表皮，多为油脂状-玻璃光泽
或丝绢光泽； 原石的平整切口或抛光后多以
强玻璃光泽为主，或呈强丝绢光泽。透明度以

微透明为主 。 密度为每立方厘米 3.15g至
3.40g，折光率点测为1.71±，摩氏硬度6.5±。
显微晶质结构，致密块状；水铝石矿物的产出
形态主要有长柱状、 纤维状、 少量显微鳞片
状、片状等。

宝玉石业界人士表示，“舜珑玉” 韧性极
好，质感细腻，光泽强，是加工制作玉器的优
质原料。

通讯员 叶寒竹 湖南日报记者 颜石敦

5月8日一大早，汝城县延寿瑶族乡走马
村村民邹来英骑电动车把孩子送到学校，随
后赶往村前浩佳皮具厂扶贫车间上班。

邹来英家距这个扶贫车间只有10分
钟车程，在家门口上班既能赚钱，又能顾照
小孩，她对这份工作很满意。

邹来英一家是建档立卡贫困户，父亲因
交通意外早逝，母亲年老体弱。邹来英育有两
个孩子，此前全靠她和丈夫在外打工养活。

2016年，在外务工的邹来英每次打电
话回家，8岁的儿子始终不说话。 学校老师
告诉邹来英，她儿子学习成绩退步很大，性
格也变得孤僻。

一边是生活的巨大压力， 另一边是孩
子长期缺乏父母陪伴， 邹来英心里很不是
滋味。怎么办？

就在邹来英一筹莫展之际，朱端富创办
的浩佳皮具厂扶贫车间给她带来了希望。

“扶贫车间现需招聘大量女工，赚钱、照

顾家庭两不误。”2016年10月， 回家探亲的
邹来英看到朱端富正在招工，她决定不再外
出打工，和乡亲们一起在扶贫车间干。

年过四旬的朱端富是延寿乡人。2016
年上半年， 他看到乡里留守老人和孩子不
少， 便带着自己在外打拼多年的积蓄回乡
创办浩佳皮具厂， 决定带领乡亲们闯出一
条脱贫致富的路子。经过深入考察，他先后
在延寿乡走马村、寿水村、官亨村等地建立
扶贫车间3个。

朱端富安排熟手对邹来英等新进员工
进行缝边、贴商标等培训，半个月后,她们
掌握了各项生产流程， 还学会了踩电车加
工背包。现在，邹来英每月能拿到2000多
元工资，很快摘掉了“贫困帽”，心里喜滋滋
的。更让邹来英高兴地是，孩子的性格也变
得开朗起来，成绩有了很大进步。

据介绍，朱端富建立的3个扶贫车间先
后吸纳110余名乡亲就业， 其中30人为贫
困群众，人均年工资达2万多元。至去年底，
他们已全部实现脱贫。

湖南日报5月13日讯（见习记者 李孟
河 通讯员 郭一红 娄丙午）“以前，从我们
这去县城要过几个坡头，走大半天。现在这
条路修好了， 去县城只要半个小时。”5月
12日，在古丈县默戎镇爬有村一条修好的
公路旁， 一位拄着拐杖的苗家老人指着不
远处的山坡说道。

该村地处古丈县的大山深处， 十分封
闭，属典型的穷乡僻壤村。前不久，中
铁十八局张吉怀铁路建设项目部
进驻当地， 本是修建一条临时简
易便道以运输材料。 但当他们得
知，该村500多名苗家人出行十分
不便，农副产品难以进入市场时，
项目部负责人带领测量技术人员
到爬有村实地勘察， 当即决定为
村里修一条永久性公路。

这条公路全长3.55公里，宽
4.5米， 比原计划修建临时便道工

程的难度、投资额都要大很多。该项目部克
服重重困难，“开山劈地” 日夜奋战30多
天，一条高标准的公路修建成了。出行方便
了，农产品有销路了，这条路成为当地苗家
的一条发展致富路， 成了中铁十八局张吉
怀铁路建设项目部爱洒古丈、 情系苗家的
一条扶贫爱民之路。

户帮户亲帮亲

互助脱贫奔小康

车间进村快脱贫

临时简易便道变永久性高标准通村公路

中铁十八局为古丈爬有村修建脱贫路

金慧

5月12日，星期天，长沙县第四期“青年
干部训练营” 在进行训练，100名来自县直
部门和乡镇（街道）的年轻干部参加。该营主
要利用晚上和周末时间，每期对年轻干部进
行45天不脱产强化训练。这样的培训已连续
举办4期，共有401名年轻干部参加。

“平时工作忙，没有时间学习。参加训
练营后，我利用晚上和周末，学到了很多东
西。”王鑫是长沙县青年干部训练营第一期
学员，毕业后不久，因表现出色受到提拔重
用， 从星沙街道安监中心调往长沙黄花综
合保税区，担任园区企业服务局副局长。

干事创业，关键在人。为了让年轻干部
成为推动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军，
2016年，长沙县启动实施“青年干部成长
工程”3年行动计划。经探索实践，逐步建立
健全了年轻干部选拔、培育、管理“三个三”
全链条机制，即面向一线、面向实践、面向
未来，通过搭建一线实践锻炼平台、青训营
政治历练平台和大数据比选平台等3个平
台，生成近期可提拔一批、岗位磨炼一批、
跟踪了解一批等“三个一批”名单，打造一

支既能满足近期领导班子建设需求， 又符
合未来事业发展需要的年轻干部队伍。

“只有不断学习和进步，才能完成好组
织交代的任务。” 长沙黄花综合保税区帮代
办中心主任李钦，从青训营结业后，全身心
投入“产业项目建设年”“营商环境优化年”
建设，“五一”小长假也没有休息。李钦深知，
园区要为企业提供优质服务，高效、快速是
首要条件。

在长沙黄花综保区， 管理团队成员平
均年龄不到34岁。这些年轻干部敢闯敢拼，
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封关运行1年，长沙黄
花综保区实现进出口总额26.8亿元， 在全
国96个综保区中列第17位。

“年轻干部培养选拔事关党的事业薪
火相传、事关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这是
长沙县委主要负责人在组织工作上反复强
调的一句话。 在长沙县委组织部年轻干部
科，不仅有年轻干部成长档案，还分层级、
分梯队、 分专业建立了年轻干部动态资源
库， 为精准选拔使用优秀年轻干部提供了
科学依据。自2016年以来，长沙县已提拔
35岁以下年轻干部87人，其中青年干部训
练营优秀学员22人。

让青春建功新时代
———长沙县打造“三个三”年轻干部全链条培养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