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6月23日讯 （记者 胡信松）
中建五局入湘近50年，在自身发展壮大的
同时，坚持以湖南为投资建设主战场，截至
6月20日，在湘投资总额近千亿元，是在湘
央企投资额最多的企业之一。

入湘以来， 中建五局积极服务地方经
济发展。2016年5月，中国建筑与湖南省政
府签订1000亿元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
基础设施、城市区域综合开发、建筑产业现
代化、 共同实施走出去战略、 企业合作重
组、 结构调整等六个领域加强合作。 几年
来，作为这一战略合作协议主要实施单位，

中建五局在我省14个市州大力开展投资
建设业务，建设了一大批惠及民生、影响较
大的工程， 如长沙梅溪湖国际新城一二期
项目、中建仰天湖绿色健康养生示范城、株
洲神农城五路一中心项目、 湘江新区智能
驾驶测试区PPP项目、 张家界机场第二通
道及杨家界大道PPP项目、 常德市桃花源
大桥北端棚户区改造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PPP项目、长沙河西交通枢纽工程、长沙湘
江欢乐城项目、怀化 水河综合治理工程、
长沙市雨花区圭塘河综合治理工程等。

荩荩（下转3版①）

湖南日报6月23日讯 （记者 胡信松）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与省属国企湘投控股携
手组建的五凌电力有限公司， 抓住国家发
展低碳经济的机遇， 大力发展水电、 新能
源，形成了水电为主、水火互补、风光并举
的发展格局。截至今年6月，总装机752.9万
千瓦，在建项目73.2万千瓦，清洁能源占比
84%， 水电装机容量位居湖南电力市场第
一位，发展成湖南最大的清洁能源企业。

五凌电力作为国内最早的流域开发公
司之一，按“流域、梯级、滚动、综合”的方

针， 已全面完成沅水流域梯级电站的开发
和建设。截至今年6月，累计提供电量2584
亿千瓦时，上缴各项税费193.45亿元，为三
湘大地源源不断输送光明和能源。

五凌电力坚持“建好一个电站、改善一
片环境、带动一方经济、造福一方群众”的发
展准则，充分发挥企业的防洪、航运、生态环
保效益。通过科学调度，大力发挥三板溪、五
强溪、 托口等大中型水库拦洪错峰作用，为
我省成功抵御1996、1998、2013、2017年等
特大洪水提供了有效支持；荩荩（下转3版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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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23日宣布：应日本国首相安倍晋三邀请，国家
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27日至29日赴日本大阪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四次峰会。

习近平将出席二十国集团
领导人第十四次峰会

湖南日报6月23日讯 （记者 冒蕞 刘
笑雪）6月22日至23日，工信部来湘调研工
业互联网，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6月22
日晚，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在长沙会见
了调研组一行。

工信部总经济师王新哲参加会见。
近年来，湖南积极推动工业互联网创新

发展，出台产业政策，推介一批标杆企业，推
动“十万企业上云上平台”，正在形成骨干龙
头企业示范引领、 优势产业链优先推广、产
业集聚区建立生态的“点、线、面”发展格局。

会见中， 许达哲对工信部长期以来对
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
近年来，湖南抢抓中部崛起战略机遇，把握
“互联网+”、智能制造、产融结合等发展契
机，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推动传
统产业转型升级，致力打造工程机械、轨道
交通、中小航空发动机、新材料等优势产业

集群，经济保持持续健康发展。下一步，我
省将大力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着
力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加快发展人工智能、
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积极培
育新兴产业，协同推进传统产业升级，奋力
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 希望工信部在长株
潭衡城市群智能制造、 智能网联汽车相关
产业发展、 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融合、5G
和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 中国信息通信研
究院中南基地建设、办好2019年世界计算
机大会等方面继续给予支持， 助推湖南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

王新哲说， 湖南工业互联网发展进程
快、效果佳。工信部将利用政策、项目、资金
优势， 在推进产融合作、 加快技术迭代升
级、 推动工业互联网应用落地等方面与湖
南加强合作，助推湖南走在中部崛起前列、
实现高质量发展。 荩荩（下转2版②）

工信部来湘调研工业互联网
许达哲会见调研组一行

湖南日报6月23日讯 (记者 杨军 通讯员
刘刚贵 谭红毅 陈尚彪 ) 安化县马路镇洞马村
村民邓和平最近开始建新房。今年他家30多亩
茶园采摘的第一批春茶卖掉后， 收入10多万
元。他说：“茶苗、有机肥都是镇里茶业公司免费
提供的， 茶叶也保底收购， 我只要把茶种好就
行。” 村支书谌付华说， 邓和平原来是贫困户，
2017年靠种茶脱了贫, 全村种茶脱贫户占脱贫
总数60%。

近年来， 安化县在脱贫攻坚中结合当地实
际，发展黑茶、茶旅和中药材等特色产业，发动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等与贫困户结成
利益共同体， 在产业发展中甩掉贫困的帽子。去
年底， 该县贫困发生率由2014年的17.5%降至
1.01%。今年4月，经省政府批复，该县正式脱贫摘
帽。

安化县实现贫困村、贫困户产业扶贫全覆
盖。针对贫困对象不同情况，分别采取直接帮
扶、委托帮扶、股份合作帮扶等模式，并探索建
立“公司（合作社）+基地+贫困户”“乡镇（村）+
示范点+贫困户”“扶贫车间+扶贫产品+贫困
户”“致富能人+贫困户”等利益联结机制，使贫
困户搭上产业脱贫快车。八角茶业是马路镇一
家茶业龙头企业，被定为省级重点产业扶贫企
业。 该企业运用政府整合的500多万元涉农资
金，在洞马、严家庄等6个村推行“公司+基地+
贫困户”整村推进发展模式，帮助1648人脱了
贫。

在安化县产业扶贫中， 黑茶产业成了主角，
全县15万多贫困人口中靠茶脱贫的达到9.4万
人。 安化县委主要负责人说：“现在农户建设1亩
茶园就能基本脱贫，2亩就能稳定脱贫。” 茶旅与
中药材也是产业扶贫生力军。目前，安化县初步
形成了茶马古道、云上茶旅、蚩尤故里3条乡村旅
游扶贫产业带， 贫困户因地制宜发展农家乐、销
售农产品，在家门口赚钱。中药材产业已覆盖贫
困人口5万余人，其中与企业、合作社签订合作协
议的贫困人口超过1.8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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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办、国办印发《指导意见》

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

湖南日报6月23日讯（记者 陈鸿飞 见习
记者 王梅 通讯员 唐春晖 廖思思 洪庆林）

“我们生产的竹架板材质好、韧性强、经久耐
用， 衡阳一些建筑工地喜欢用我们的货。”近
日， 记者来到衡阳县岣嵝乡易地扶贫搬迁龙
头坪安置点， 一台大卡车停靠在一家竹木加
工厂门口， 搬迁户钟新华带着几个村民忙着
将加工好的竹架板搬运上车， 这些产品将销
往一家建筑工程公司。

钟新华说，2016年以前，自己一家4口人
居住在岣嵝乡白石村白石峰大山沟， 生存条
件恶劣。2017年1月，他们一家从大山沟搬迁
到乡政府所在地龙头坪安置点。 当地政府还
帮他在农商银行贷款办起了一家竹木加工
厂，年纯收入达6万元。

据了解，2014年， 衡阳县有建档立卡贫困
户15068户48344人。其中，符合易地扶贫搬迁
条件的有2422户7885人。从2016年开始，该县
把易地扶贫搬迁作为脱贫攻坚“头号工程”来
抓，出台专门实施方案，让全县符合条件的搬
迁对象“自愿搬”“放心搬”。县、乡镇、村组织
7300多名党员干部上门入户，讲解易地扶贫搬
迁相关政策，使之家喻户晓，让广大搬迁户解
除疑虑，高高兴兴搬出大山。同时，县里精心选
址建好易地扶贫安置点， 确保搬迁户搬得出、
住得好。据统计，3年来，该县投入资金5.28亿
元，新建了界牌镇银溪、曲兰镇集镇等54个集
中安置点，建设安置住房19.38万平方米，并建
好了相关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配套项目。目
前， 该县符合条件的2422户贫困户已全部搬
迁，其中集中安置率达到98.08%。

衡阳县还采取多种措施，帮助搬迁群众就
业、创业。县委主要负责人介绍，目前，该县易地
扶贫搬迁户中，有2073户实现自主脱贫，其余
349户由政府兜底实现脱贫。去年，在省政府组
织的易地扶贫搬迁考核中，该县进入一类县行
列。今年4月，在财政部中央基建投资易地扶贫
搬迁资金重点绩效评价中，该县被评为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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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6月23日，湖
南省京剧保护传
承中心，外国友人
在京剧演员的指
导下体验京剧艺
术的魅力。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龙文泱

摄影报道

人民日报记者 王珂

首届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将于6月27
日在湖南长沙拉开帷幕， 中非友好大家庭届
时齐聚星城，奏响合作发展新旋律。

去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描绘
了一幅中非人民心手相连一家亲的动人画
卷。“中国愿以打造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非命
运共同体为指引， 在推进中非‘十大合作计
划’基础上，同非洲国家密切配合，未来3年和
今后一段时间重点实施‘八大行动’”，习近平
主席的铿锵话语， 向世界展示共筑更加紧密
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决心和信心。

在华设立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是“八
大行动” 项下第一条具体举措。14场活动、53
个非洲国家、 万余名嘉宾……首届博览会致
力于汇聚更多资源，调动更多力量，为新时代
中非经贸合作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中非经贸合作的巨轮， 从湘江之滨开启
新航程。

合作共赢，中非经贸硕果累累
6月12日零时50分， 中部首条直飞肯尼

亚、湖南首条直飞非洲的定期航班开通：中国
南方航空CZ6043航班从长沙黄花国际机场
腾空而起，飞向素有“东非小巴黎”之称的肯
尼亚首都内罗毕。

有个数据值得关注：这趟航班，首航客座
率即超过96%。“非洲已成‘热土’，不再是旅游

‘冷门’。”湖南三和国际旅行社运营总监王彝
斌说， 他带领60多人的游客团队乘坐了首航
航班。 南方航空发布开通新航线消息的两周
内， 三和国际旅行社便接到150多名游客报
名，“为此，公司迅速调整产品结构，将非洲旅
游产品常态化运营。”

旅客购票踊跃，货运订单也不断涌来。目
前，航空公司已收到国内多家企业的服装、假
发、农机配件等货运订单和非洲企业的鲜花、
咖啡订单。“以前我们往返肯尼亚的货物，都
要通过广州集散。 现在货物可以直接在长沙

进出关，物流效率高了，货运成本低了。”非洲
一家互联网电商平台副总裁宋金伟兴奋地
说。

中非这条“空中桥梁”的火热场景，是中
非经贸合作向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发展的
一个生动缩影。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中国秉持
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 紧紧围绕中非
共建“一带一路”，全面落实中非合作论坛约
翰内斯堡峰会“十大合作计划”，抓紧落实论
坛北京峰会“八大行动”，推动中非经贸合作
取得累累硕果。

贸易合作稳中向好。数据显示，中国已经
连续十年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2018
年中非贸易额达到2042亿美元， 同比增长
20%；贸易结构持续优化，机电产品、高新技
术产品对非出口金额占我国对非出口总额的
56%；中国自非洲的非资源类产品进口也显著
增加，2018年我国自非进口同比增长32%，其
中农产品增长22%。 荩荩（下转3版③）

开启中非经贸合作新航程
———写在首届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即将开幕之际

距第一届中国 非洲经贸博览会
还有 天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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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五局在湘投资近千亿元
聚焦重大项目，建设大批惠及民生工程

水电为主 水火互补 风光并举

五凌电力成全省最大清洁能源企业

湖南日报6月23日讯 （记者 冒蕞）今
天，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以“四不两直”
方式， 深入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专题调
研脱贫攻坚。他强调，要把“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总要求融入脱贫攻坚实践，
全力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坚决
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

省政府秘书长王群参加调研。
来到万佛山镇五一村， 走上贫困户吴

必周家的二层小木楼， 许达哲关切地询问
他的收入水平和享受的帮扶政策。 吴必周
告诉许达哲， 这几年通过务工和参加村里
的产业帮扶项目， 收入有了大的提升，用
水、用电、看病、读书这些都有了保障。

贫困户吴永彬是一户典型的因病致
贫户， 父亲因尿毒症需要定期进行血液
透析，母亲也长期罹患慢性病，但大病保
险等医疗救助给了他战胜贫困的希望和
信心。了解了吴永彬家的各项情况后，许
达哲问，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帮忙解决的？

吴永彬说， 党和政府已经给了很多的帮
助，接下来就要靠自己了。他还建议应该
把村里的通组路完善拓宽， 帮助村民们
更快地致富。

许达哲还前往贫困户吴宏国家中走
访。随后，在镇政府了解脱贫攻坚情况时，
许达哲还专门询问了五一村是否有完善通
组路的计划。得知通组道路即将开工，他指
出，要多多倾听群众的心声诉求，千方百计
解决好老百姓身边的操心事、烦心事。

万佛山镇兵书阁村计划今年完成脱贫
摘帽。走进村里，许达哲察看了通组路、公
厕、村民活动广场等基础设施，了解了村里
发展特色种养带动村民脱贫的举措， 叮嘱
村组负责人要加快清理进村道路塌方现
场，防止发生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许达哲在
村里还走访了脱贫摘帽户吴泽辉和贫困户
杨梦书。 来到杨梦书家在驻村帮扶工作队
帮助下翻新的房屋， 许达哲同她坐在屋前
的晒谷坪里拉起了家常。 荩荩（下转2版①）

许达哲以“四不两直”方式赴怀化专题调研脱贫攻坚
全力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

体验
京剧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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