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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徐德荣
见习记者 唐曦 成俊峰 聂沛

日前，全省上半年经济“账单”出炉，衡阳市地
区生产总值（GDP）增速达8.3%，居全省第一。

其中， 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长8.9%， 居全省第
二，为近年最好水平；反映经济活跃度的全社会用
电量增幅超10%，总量居全省第二；用气总量从
3年前的全省第五位跃升至第二位，年均增幅超
过20%……一连串亮眼数据，折射出衡阳市经济
发展质效稳步提升的良好态势。

优环境，做好“承接”文章

7月8日， 凌帕新能源循环经济产业园在祁东
县归阳工业园奠基。 该项目可满足30万辆纯电动
汽车的配套需求， 对完善衡阳市新能源汽车上下
游产业链、 抢占新能源汽车行业制高点有着深远
影响。

今年来，衡阳市在承接产业转移上主动发力，
硕果累累。与深圳横岗150余家企业签订回迁意向
协议，全产业链打造衡阳（国际）眼镜小镇；对接广
州以油茶为原料的化妆品和保健品产业， 意向入
衡企业达200余家；新引进投资23亿元的大将军陶
瓷项目，构建陶瓷全产业链；引导新中源集团“退
城入园”、转型升级，投资50亿元打造华中珠宝全
产业集聚区……

今年1至6月，衡阳市新引进“三类500强”项目
14个，签订亿元以上产业项目36个。

去年， 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正式获
批，衡阳位列其中。为抢抓发展机遇，衡阳市先后
制定出台《衡阳市争当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
范区建设“领头雁” 三年行动计划》《衡阳市对接

“北上广”优化大环境行动细则》等文件，着重营造
亲商、安商、富商环境，全面落实优化营商环境“20
条”、招商引资“30条”等政策，持续推动企业综合
营商成本降低。

衡阳对所有市级重点工程，实施“一个项目、
一名领导、一套班子、一抓到底”推进模式，并组建
重大产业项目办，提供从项目策划包装、谈判签约
到竣工投产运营等全过程统筹服务， 切实推动精
力和要素向项目集聚。当前，该市园区规模工业增

加值占全市规模工业增加值的70.6%。
衡阳市还围绕企业发展“堵点”、群众办事“难

点”，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最多跑一次”改革，
进一步优化流程、 提高效率， 并优化配置人才、用
工、土地、能源、信贷等生产要素和资源，打造优质
政务环境和要素环境。去年底，衡阳“营造良好环
境、承接产业转移”经验获国务院通报表扬。

当前，衡阳市有色金属、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
等8大千亿级产业集群强势崛起， 有力推动了全市
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出实招，激发创新活力

6月中旬，2019全国“双创周”湖南分会场选址
衡山科学城。这无疑是对衡阳创新创业工作的高度
评价和认可。

近年来， 衡阳市围绕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目
标，大力实施科技创新战略，不断出实招、用实策，
以创新之力推动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创新发展，关键在人。去年，衡阳市出台“人才
新政”23条和21个配套实施办法等一批政策文件，
计划每年拿出不少于1亿元的人才发展专项资金，
用于对各类优秀人才的奖励或补贴。近日又密集出
台14个实施细则文件，从项目奖补、配套支持、人
才培育、创新创业等多个方面出实招、做实功，为衡
阳创新发展积聚“智”力。

同时，衡阳市通过严格项目准入、实施高企申
报补助、开展企业专利“扫零”及“原地倍增”计划等
举措，不断引导企业加大高新技术投入，淘汰落后
产能，为新动能发展创造条件、留出空间。实现城市
发展从依靠土地、资源等要素驱动，向依靠科技、人
才创新驱动转变。

衡阳运机就是践行科技创新战略的佼佼者。作
为国内最大的带式输送机设备制造基地， 近年来该
公司没有一味“吃老本”，而是与10余所高校及科研
单位建立产学研合作关系， 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和新
产品研发，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近日，
衡阳运机获批国家首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创新，正为衡阳经济稳步增长注入源源不断的
强劲活力。今年1至6月，全市高新技术企业研发经
费支出达18.3亿元，同比增长22.2%；高新技术产业
实现产值568.3亿元，同比增长5.7%。

双发力带来高速度
———衡阳市上半年GDP增速领跑全省的秘诀

湖南日报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田贵学

7月31日，烈日当头。张家界市永定
区合作桥乡岩口村， 村民向志国100多
亩的荷塘里，荷花摇曳，花香四溢，荷塘
里鱼虾成群，前来观赏荷花、垂钓龙虾的
市民络绎不绝，一派美丽的田园风光。

今年42岁的向志国，十七八岁便外
出闯荡， 在张家界市城区开了一家理发
店，年收入10多万元。2016年，他看到老
家的农田成片荒芜，觉得很心痛。几经考
虑，决定放弃20多年理发店生意，回村
里种田。他专门到外地学习“虾稻共生模
式”种养技术，注册张家界丰鸿生态种养
专业合作社，建起种植太空莲、水稻、蓝
莓、养虾、养鱼以及观赏花海等于一体的
田园综合体。

“我先养给村民看！”向志国以每亩
400元的价格， 流转20户农民的50多亩
农田， 以水稻、 荷花等经济作物种植为
主，生态套养鱼和小龙虾。

2017年， 仅养殖鱼和小龙虾一项，
获利10多万元。向志国劲头更足，加大
投资力度，完善基地建设。两年来，累计
投资达70万元， 将荷塘面积扩大至100
亩，分为碧叶荷塘、多彩莲池、荷塘涟漪
和荷堤果香4个区域， 栽植观赏性荷花，
另有垂钓鱼池20亩、 龙虾繁育20亩、蓝
莓园10亩，并建起观光步道、长廊和停
车场、绿化景观等。

荷塘发展起来，更多的村民、贫困户
也从中受益。 贫困户孙桂香就是其中之
一，她在向志国的庄园里打短工，主要是
采摘莲蓬、 养小龙虾。“土地流转金每年
有1000多元，工资收入5000多元，日子
越来越好了。”孙桂香乐呵呵地说。

“像孙桂香这样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有8个，他们跟着我学种养技术，年收入
都在1万元以上，现在都已脱贫。”向志国
告诉记者，在小龙虾产出季，还要请10
余个村民帮忙，按每天80元左右的工钱
结算。

时至中午，太阳火辣，慕名前来的游
客仍络绎不绝，有的下塘挖莲藕，有的树
下钓龙虾，有的漫步荷园中，沉醉不知归
路。

“不仅卖鱼虾，更要卖风景！”对于未
来的发展，向志国信心满怀，将以“荷花
走廊”为中心，打造一个集生态种养、休
闲垂钓、农家乐等为一体的田园综合体，
做活当下旅游经济。同时，举行迷你马拉
松、旗袍秀、 荷花仙子评比、荷花经典诵
读、荷塘月色摄影比赛等，让更多的游客
来这里旅游观光、体验生活。

乡村振兴纪实

湖南日报8月1日讯（记者 宁奎 通
讯员 丁云娟）8月1日， 极限攀爬摩托车
手耿杰在张家界天门山成功完成“摩登
天梯”极限挑战，创造了摩托车单向行驶
攀爬台阶坡道距离最长和落差最大两项
极限运动世界纪录。 这也是在世界范围
内， 该项目选手首次在天然地形下挑战
如此陡、窄、长的台阶坡道。

“天梯”位于张家界天门山国家森林
公园天门洞下方， 是一条狭长陡峭的登
山石阶步道，起点海拔1050米，向上延
伸至海拔1170米的天门洞口， 全长218
米， 垂直落差达到120米。“天梯” 共有
999级台阶，分为五陡三缓，其中坡度超

过37度的陡坡路段占到全程的三分之
二，最大坡度达到41度，如同一架悬垂
的楼梯直达天际。

“摩登天梯”最大的技术难度是距离
长和坡度大， 尤其是天梯上段的两个总
长92米、坡度分别为41度和39度的两个
陡坡。加上天梯坡度的起伏变化，从缓坡
进入陡坡的转换过程中极易发生车辆翘
头现象。挑战全程,车手只能采取半蹲和
身体前倾姿态控车和平稳加速。

上午10时，经过短暂的车辆调试和
热身之后，耿杰驾驶一辆自重70公斤的
攀爬摩托车， 从设置在天门洞游客广场
上的发车台驶出，向“天梯”发起正式挑

战。在谨慎通过第一个陡坡之后，耿杰开
始逐渐提速，连续冲上第二、第三个陡
坡，来到坡度41度、长达53米的最险峻
坡段，此处游客都需要手扶栏杆、降低
身体重心、小心翼翼地寸步行进。尽管
耿杰全神贯注， 但因坡度骤然拔高，摩
托车在进入陡坡的瞬间还是出现了翘
头现象， 耿杰被迫身体前倾压住车头，
在保持车辆稳定的情况下加速冲坡，惊
险地通过全程最艰险路段。然后 ,利用
精准的油离配合通过最后一个长 38
米、坡度39度的陡坡，最终在游客的欢呼
声中通过位于天门洞口的天梯终点，挑战
成功。全程用时56秒。

56秒，驾摩托车冲上999级“天梯”
车手耿杰创下距离最长和落差最大两项极限运动世界纪录

湖南日报8月1日讯
（记者 彭业忠 通讯员
向民贵 胡灵芝）泸溪县
石榴坪乡碧溪村以村民
刘某的名义， 套取农村
扶贫危房改补助资金，
截留 6000元用于修公
路；以占田建房名义，向
村民收取费用5300元。
日前， 该村将涉案资金
1.13万元退还群众，村党
支部书记刘某和村秘书
黄某受到查处。

今年以来， 泸溪县
纪委监委紧盯扶贫民生
领域腐败问题和不正之
风 ，1至 7月共查处 136
人，实现反腐“零搁置、
零遗漏、零事故”的良好
态势。

该县纪委监委与公
检法、 相关职能部门建
立问题线索协作机制，
截至目前，已处置移送问题线索44件，
做到反映党员干部问题线索“零搁
置”； 做好查办案件的后半篇文章，要
求发案单位深挖案件发生的症结和监
管漏洞，同时严格落实以案促教、以案
促责、以案促建工作 ,截至目前，共开
展警示教育活动48场次,覆盖19700余
人，实现了漏洞堵塞“零遗漏”；以案带
训、轮岗流训、外派培训155人次，全面
教育引导纪检干部增强政治意识、安
全意识和纪律规矩，实现秉公办案“零
事故”。

湖南日报8月1日讯 （记者 戴鹏）“我
一定好好学习，以优异的成绩回报叔叔阿
姨对我的关心和爱护。”8月1日，株洲市荷
塘小学学生晏瑀希说起获得致公党株洲
市委的资助，表示自己一定不负众望。

近年来，致公党株洲市委在开展经
常性社会服务工作中，突出打造“一家一
致公班”“爱心妈妈”“爱心帮帮团” 等爱

心解困“致公品牌”。7月底，致公党株洲
市委组织爱心企业， 向来自茶陵、 荷塘
区、天元区等学校的20位贫困家庭小学
生， 提供了每人1500元的爱心资助。荷
塘区一支部还先后联系了10多所高等
院校、中小学校的贫困学生，对口帮扶了
100名家庭贫困学生， 设法引进帮扶资
金上百万元，受到社会各界好评。

湖南日报8月1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何伦波）7月29日，永兴县人民法
院对一起公安部督办的特大跨省贩毒案
作出一审判决，10名被告人获刑。 其中,
卢某等5人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并处没
收财产,其他5人被判处4年至10年6个月
不等刑罚。

经查，以卢某为首的团伙是一个盘踞
在郴州市，贩毒通道横跨湘、鄂、闽3省，内
部层级多达5级的特大贩毒团伙。据悉，该
案是永兴县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
破获的最大一起涉毒案件，累计抓获25名
涉嫌贩卖毒品犯罪嫌疑人、50余名吸毒人
员，并缴获各类毒品共计5.63公斤，缴获涉
案毒资18.2万元，扣押涉案车辆10台。卢某
等10人是其中的主要贩毒人员。

去年9月3日， 卢某为贩卖毒品来到

福建省泉州市找赵某购买毒品， 赵某便
联系了李某波，要其寻找货源。李某波联
系好货源后，于9月5日下午与卢某、赵某
一同驱车前往交易地点福建龙岩进行毒
品交易。同时，卢某电话联系凡某筹集毒
资。凡某找到汤某等人共筹集了50万元毒
资前往交易地点会合。9月6日晚， 卢某等
人从福建毒贩手中购得近4公斤毒品。当
晚，赵某、李某波在返回泉州的路上被公
安机关查获。 卢某等从龙岩返回郴州后，
亦被公安机关抓获，公安人员在卢某的背
包内查获毒品3548克。经检验，被查获的
毒品系氯胺酮。

永兴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卢某等
10人违反毒品管理法规， 明知是毒品，仍
予以贩卖，其行为均已构成贩卖毒品罪，应
依法予以惩处。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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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督办特大贩毒案一审宣判
10名被告获刑

致公党株洲市委

打造爱心解困“致公品牌”

动物避暑花样多

孟加拉虎在喷淋设备下嬉戏打闹。

白眉长臂猴在水喷头旁边冲凉解暑。

黑帽悬猴在水喷头旁戏水降温。

熊猫在空调房里“品尝”冰镇水果。

� � � �连日来，长沙高温持续不减，长沙生态动物园启动
防暑降温工作，帮助园内动物“清凉度夏”。此组图片为
8月1日，动物们在惬意避暑。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通讯员 刘姝玲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记者 王晗 通讯员 邓倩

“吾悦二回与星开一回互联形成，隐
患消除。”7月30日凌晨2时06分，随着长
沙县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送电成功的信息
发出， 星沙供电所配电检修队员王怒舒
了一口气。经过19个小时的电力检修，长
沙县中心城区近6000户将平安度过今
夏用电高峰。

吾悦二回10千伏线路，供电范围覆
盖6个楼盘、1个商业综合体。 三伏天来
临，线路用电负荷骤增，特别是晚间高峰
时段，线路一直是满负荷运行，存在极大
停电风险。星沙供电所决定对线路“牵线
搭桥”，将部分负荷转移到另一条10千伏
线路上。

7月29日早上7时许，星沙供电所
30多名工作人员赶到现场 。“这个过
程就像是做‘微创手术’，线路在地下
一寸寸地摸索前进，我们看不到。”王
怒介绍，由于施工区域地处城区核心
交通要道， 经过多轮道路改扩建，原
电缆通道布局已被破坏，线路打通难
度非常大。 为了顺利打通线路通道、
铺设电缆，工作人员用高压水枪灌冲
电缆管道。

两端的电缆井相距500米距离，王
怒需要往返其间， 密切观察电井下电缆
管的穿行情况， 及时调整方案。 上午11
时，烈日炙烤，地表温度已达43摄氏度。
他不时下到电井里观察情况， 水枪喷出
的水蒸发成高温水汽直往他脸上扑，在
“反复蒸煮”的过程中，身上的衣服湿了
又干，干了又湿。

记者注意到，尽管气温很高，王怒却
很少喝水。他解释道：“喝水就要上厕所，
耽误时间，特别口渴时才会喝一小口。”

7月29日22时07分， 长沙县最大用
电负荷达135.1万千瓦， 刷新了历史纪
录。“哪怕通宵工作， 也一定要完成互
联！” 面对一天的疲惫和艰难的任务，检
修队员没有丝毫惧色，相互打气加油。

一个小时后， 近500米长的电缆如
一条巨蟒，缓缓从管道内蜿蜒穿过，在另
一端的电缆井冒出头。

30日凌晨1时50分， 两条线路形成
互联，吾悦二回10千伏线路的负荷瞬间
从406.68安培降至147.96安培， 停电的
风险被悄无声息地消除了。

历经19个小时的抢修， 丝毫没有打
扰到用户的好梦。王怒打开手机，微信运
动提示，短短500米的距离，当天他步行
超过了3万步。

� � � � 为消除用电隐患，
电力工人高温下检修
19小时

500米，
走了3万步

� � � � 8月1日，张家界市天门山风景区，极限攀爬摩托车手耿杰挑战天门山“天梯”999级石阶并成功完成极限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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