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27日，小朋友在参观书画作品展。当天，由湖南楚逸国学、湖南省青年书法家协会等
单位举办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书画作品展在长沙县文化馆开
展，107幅书画佳作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传统文化，充满了正能量。

湖南日报记者 刘谦 通讯员 詹习成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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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时评

邹晨莹

前些天， 笔者随省社科专家服务团走
进泸溪， 看专家们为后发区域如何推进全
域旅游“号脉开方”。去程历时近7小时，发
朋友圈感叹道，“上一回坐这么长时间的汽
车，还是几年前去石门坎”。随后有省外朋
友回复：现在从贵阳去石门坎不到5小时。

从旅游的发展趋势上看，黄金周、春节
假期可供挖掘的潜力毕竟是有限的， 但平
日的休闲游的空间异常辽阔。 把游人们无
处可去的周末， 与三湘四水好风光联系起
来，交通仍是最大掣肘。对于平日里困守在
格子间里“996”的小伙伴们而言，一个“说
走就走”的理想目的地，是像乘坐地铁一样
方便到达的地方。一天能游览两三个地方，
休闲旅游尽在其中矣， 这样才能激发周末
出游的可能性。

我省立体交通体系日臻完善 ，A级以
上景区和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与外界衔接的
“最后一公里”已经打通。但对标高品质旅
游的需要，确实还是存在不少短板，尤其是
“内循环”不畅。只有实现市、区、乡、村四级
旅游目的地之间、城区与景区之间、景区与
景区之间的旅游交通无缝对接， 才能更好
释放旅游红利。

沪昆高铁将散落在珠三角、长三角、云
贵高原的旅游资源串成“珍珠链”，将湖南

丰富的旅游资源带出“深闺”。然而，也要清
醒地认识到， 新一轮高铁旅游经济发展开
始了竞跑。笔者朋友所言的“不到5小时”，
背后是贵州这两年高效地改善旅游交通基
础设施。再看杭黄铁路，自古以来交通不便
的皖南地区就此融入了江浙沪 “一小时交
通圈”。当旅游市场半径扩大，谁更畅达，谁
领风骚。

作为我省旅游黄金要道， 长张高速的
拥堵“名声在外”。加强旅游交通的硬件建
设相当于扩大“带宽”，提升服务水平就如
同提升“读写速度”。建设水平与需求运力
不对称，好比上传快、下载慢；而公共交通
接驳能力、 旅游运输安全管理等服务水平
如果落后，就像是“读写速度”被大大制约。
进出通畅，运力要跟上，管理也要跟上。

有人会说， 旅游交通建设不是短时间
内能完成的， 至少还要几年时间才能实现
华丽转身。但不代表短期内“无计可施”，可
从内部挖潜。比如，策划旅游线路，包装一
批特色鲜明、长短结合的线路，既能让游客
的行程能看到更多风景， 还能避免旅游景
区冷热不均， 并且实现从封闭的单循环模
式“切换”到开放的“旅游+”模式。

湖南入选首批交通强国建设试点，要
在全域旅游生态景观路建设等领域起到先
行先试的示范作用， 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
遇，千万不能错失了。

湖南日报10月27日讯（记者 徐亚平 通
讯员 罗正根）昨天，临湘市委督查室回访落
实“岳阳市减轻园区负担五条措施”情况。临
湘工业园区管委会主任刘星魁说：“今年9月
至今，我只参加了临湘市召开的会议2次，同
比减少60%，可以集中时间和精力抓招商引
资、项目建设了。”

据了解，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中，岳阳市聚焦减轻基层负担，打出了
一套组合拳。针对园区减负，出台“岳阳市减

轻园区负担五条措施”， 明确一般性会议原
则上不安排园区参加；一般情况下不得要求
园区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 园区因招商引
资、项目签约开工、外出考察等原因，向会议
主办单位请假，举办单位应予批准等。同时，
市委办定期调度全市各级各单位发文、 召开
会议情况， 对存在问题的单位及时下发预警
函，深刻剖析原因，加强预审管理，确保完成
全年会议、文件精简任务，并形成长效机制，
切实减轻基层负担。1至9月，市级层面开会46

次、发文353件，同比分别减少35.2%、48%。县
级层面文件、会议均有不同程度减少，其中会
议平均减少35%以上；乡镇参加市县级的大会
少了，但开到镇、村的现场解决具体问题的小
会多了，深受基层干部群众欢迎。

岳阳市还对市级层面实行“一票否决”
事项以及与县（市、区）党委、政府签订“责任
状”情况进行全面清理。市级层面不再设立
“一票否决”事项，相关事项纳入市综合绩效
考评统筹考虑，适当提高扣分权重。

� � � � 湖南日报10月27日讯 （见习记者 张佳
伟 通讯员 伍炳）10月21日下午， 邵阳市
委书记龚文密来到双清区部分棚户区改
造项目现场，查看棚改进程，询问棚改工
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倾听群众诉求和
建议。在群众反映问题较多的短陂桥煤矿
区，龚文密听取煤矿职工赵益华、周建社
等人的意见建议后，当即要求有关部门加
快棚改进度，确保煤矿职工两年后搬进新
房。

邵阳市是老工业基地，群众棚改愿望强
烈。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该

市将“解决棚户区居民早日住上好房子、新
房子”作为头号工程，领导干部开门搞教育，
到基层摸底子、找问题、提对策。

9月29日上午， 邵阳市召开城区棚改工
作座谈会，听取工矿企业、社区棚改群众代
表以及直管公房租赁户代表意见。邵阳市三
城区及住建局等部门负责人就群众代表提
出的问题一一当场作答。

除了将群众代表“请上来”，邵阳市领
导、 三城区以及市直有关部门负责人还勤
走基层，深入工矿企业、社区，听取棚改群
众意见。10月16日下午， 邵阳市召开市城

区棚改工作调度会， 相关部门负责人汇报
了棚改、危改工作情况。会上，对符合棚改
政策的工矿企业及居民区棚改项目， 要求
做到“五个一批”，即入住一批、手续办理一
批、竣工一批、快速推进一批、开工一批；对
不符合政策的，做到退出或停工一批。力争
在11月底主题教育结束前， 棚改工作取得
阶段性成果。

据了解，今年邵阳市本级投入1亿元、三
城区各投入5000万元， 已推动湖南建筑装
修机具总厂和西外街原市食品总厂棚改等
项目开工建设，5532套公租房已验收交付。

邵阳 力破棚户区居民“住房难”

岳阳 打出基层“减负”组合拳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谁更畅达，谁领风骚

湖南日报记者 张尚武 刘勇 孟姣燕

农博会是涉农产业的“风向标”，是
农产品的“温度计”。

第二十一届中国中部（湖南）农业博
览会（简称农博会）开幕以来，“湘字号”
农产品展销红火。 湖南综合馆展出的放
心粮油、绿色果蔬茶、高品质肉奶蛋和水
产品等，吸引八方来客。许多企业携带的
产品，开幕首日就热销告罄，不得不多次
补货上架。

红火展销的背后， 表现出消费者对
“湘字号”农产品的钟爱，展现了湖南农
业发展的澎湃活力。

对参展企业而言， 收获的不仅是产
品展销成果，还有对未来商机的发现。对
政府部门来说，透过农博会的“窗口”，引
发了大家对产业兴旺的思考。

生态产品大有市场
本届农博会，“湘字号” 企业携带

1000多种生态农产品参展，多数获得国
家绿色食品、有机食品认证。

农业大省湖南，山清水秀。在优良环
境中，生态种养产出的农产品，不仅品质
放心，口感也更好。农博会展出的玉针香
米、松柏大米，喝山泉水、施有机肥、天敌
治虫不打农药， 每公斤高达30元依然十
分抢手；湘江源蔬菜、仙女蔬菜、东升菜
薹，普遍比市场价高出一倍以上，被市民
抢购一空。湘村黑猪、临武鸭、东安鸡、东
江鱼等特色农产品，也凭借其地方良种、
产地环境、生态喂养等方面的优势，深受
市民青睐。

“从农博会看， 生态农产品大有市
场。”省林业局副局长吴剑波在茶油推介

会上称，生态良好，这是湖南的优势。“湘
字号”农产品要多打“生态牌”，延伸产业
链，扩大销售创品牌，满足市民健康消费
的需求，从而获得理想的效益。

农产品提升品质， 离不开优良的生
态环境， 也要靠绿色的生产方式。 近年
来， 湖南大力推广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
控、有机肥替代化肥等技术，在关键环节
上确保了农产品的绿色品质。

蓝山县三峰茶业公司负责人雷沅传
告诉记者，高海拔茶园施有机肥、绿色防
控病虫害，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做起来困
难重重，获利也丰厚。百叠岭上生产的有
机绿茶，出口欧美供不应求，每500克价
格逾100美元， 比普通绿茶出口价高出
20多倍。

“农博会上，同台斗靓，才知农产品
贵在生态品质。”安化湘情农业发展公司
负责人刘玄子把展位交人看管， 自己抢
抓时机“充电”，学习交流绿色技术，开发
绿色产品，瞄准产业链高端。

蓝山、洪江、永兴等县市领导带队参
展农博会，体验生态农产品优质优价，进
一步树牢绿色理念， 推进农业高质量发
展。

智慧农业扬帆起航
农村年轻人进城打工，劳动力资源

趋紧，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越来越
高……新形势下，智慧农业扬帆起航，成
为最新潮的发展方向。

本届农博会， 湖南涌创科技公司展
出的水肥一体化智慧灌溉系统， 充分运
用物联网技术， 对农业生产中的环境温
度、湿度、光照强度、土壤墒情等参数进
行实时监控， 并及时分析处理传感器数

据信息，当相关数值达到预先所设阈值，
系统即自动开启智能化灌溉。

新晃、辰溪、鹤城、沅陵等地的一些
山地果园去年应用了该公司的智慧灌溉
系统，今年就尝到了甜头：遭受持续3个
月旱灾，这些果园的果树“毫发未损”，而
且果子大量“逆势上市”，收益颇丰。

农业机械化“解放”了农民的双手，
让农民告别“脸朝黄土背朝天”，而智能
化则让农机“插上翅膀”，进一步“解放”
农民的身体，让“穿着皮鞋种田”真正成
为可能，农业劳作更有尊严。

湖南湘源金穗智能装备公司展出的
遥控自走式果园管理机， 加装不同的悬
挂装置，即可用于旋耕、开沟、回填、割
草、施肥、树枝粉碎、起垄等作业。更让人
惊奇的是，这台拖拉机没有驾驶座位，而
是通过遥控操作，人机分离，既高效又轻
松。

农产品质量安全越来越受消费者关
注。迪麦尔智能公司展出的农产品“身份
证”信息管理平台，为众多新型农业生产
经营主体提供全程监管质量安全的“选
项”。 该平台实行一品一证赋码标识，建
立身份追溯、生产标准、质量控制、监督
管理、现代营销、制度保障体系，为农产
品“身份证”管理提供全方位支撑，保障
产品的质量安全。

目前， 全省已有300多种农产品进
入“身份证”管理信息平台。这些产品在
京东等电商平台上更受年轻人追捧。

三产融合绽放魅力
在农博会湖南馆，南县龟膏养生酒、

望城鲌鱼熟食、 南岳皇菊护肤品……这
些精深加工的新产品刚亮相， 便吸引了

广大采购商和市民品鉴，赚足了人气。
湘潭弘茂湘莲公司负责人介绍，要

想突破种植和初加工的“天花板”，必须
拉长产业链。 该公司计划利用湘潭作为
全国莲子集散地的地理优势， 创建全国
最大的莲子仓储物流中心，打造种植、加
工、贸易和旅游全产业链。

事实上，不少龙头企业已先行一步，
分享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蛋糕”。

雨湖区的食用菌博览园， 推出了食
用菌大棚、花海、采摘、体验等新业态，形
成“菇旅融合、以旅促销”的良好局面，
“菇旅融合”收入的贡献率超25%。

新宁县舜帝茶业有限公司专注舜皇
山野生茶的保护利用和生态旅游开发，
投资建设的茶庄就位于舜皇山景区，成
为采茶体验和户外运动的好去处。 展会
现场，消费者纷纷打探旅游“攻略”。

长沙市望城区百果园位于城市近
郊，瓜果四季飘香，农业观光、果蔬自采、
科普研学、餐饮住宿等业态丰富多样，年
接待游客达10万人次。展会现场，百果园
成为“网红”。

近年来， 我省实施休闲农业与乡村
旅游精品工程， 创建全国休闲农业与乡
村旅游示范县16个， 打造全国休闲农业
与乡村旅游精品线路76条。从2006年有
数据统计开始， 全省休闲农业经营主体
由1860个发展到目前的17300多个，年
接待游客数由0.48亿人次增长到1.96亿
人次， 年经营收入由26.5亿元增长至
440.9亿元，带动就业人数由5.13万人增
加至75万人。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农业在“种吃
的”同时还可以“种风景”，同一块地产出
多元，展示出全新魅力。

湖南日报10月27日讯(见习记者 成俊峰)
10月25日，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
究部联合省总工会、省委党史研究院、省中
共党史学会， 在衡阳市召开水口山工人运
动历史研讨会。国际儒学联合会会长、中央
文献研究室原主任滕文生， 中国中共党史
学会常务副会长、 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
任龙新民出席。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省委宣传部、省
总工会、省委党史研究院等部门、单位有关领
导和专家学者， 水口山工人运动参与者亲属
代表耿飚女儿耿焱，衡阳市委、市政府有关负
责人等参加研讨会。

水口山工人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
的中国工人运动的一次壮举， 是工人阶级和
农民联合起来开创革命新局面的伟大实践，
运动中培养造就的工人骨干是井冈山时期工
农红军的重要兵源。

开幕式上， 滕文生总结了水口山工人运
动的历史和地位，回顾了在毛泽东领导下，蒋
先云、谢怀德、宋乔生、毛泽覃、耿飚等开展水

口山工人运动的历程。 龙新民高度评价水口
山工人运动是中国工运史上的光辉篇章，提
出要大力挖掘和宣传水口山工人运动的伟大
革命精神， 学习和弘扬革命前辈坚定的理想
信念。

这次研讨会共收到论文40余篇。 与会专
家学者围绕水口山工人运动的历史地位和重
大贡献等，进行了大会交流和分组讨论。

水口山工人运动历史研讨会
在衡阳召开

金中基

农博会上，品牌争奇斗艳，赏心悦目。围绕一个
“湘”字，传递着令人振奋的好消息。

一是22家企业获“湖南茶油”公共品牌授权，加快
打造千亿油料产业；二是第二批36家企业获准使用“湖
南红茶”公共品牌，至此全省共有69家企业，以“花蜜
香、甘鲜味”的“湖南红茶”引领国内红茶新潮流；三是
32家龙头企业抱团参展，亮出“洞庭香米”区域公共品
牌，延续“湖广熟，天下足”的千古美誉。

从乡村、市县区域小品牌，走向“湘”字大品牌，标
志着湖南农产品正在大规模的合纵连横， 以资源优
势、联合力量，打造品牌，叫响湖南，走向全国世界。

一个“湘”字旗下，品牌的威力有多大？以红茶为
例，“七山一水二田土”的湖南，有着适宜红茶生长
的微酸性红黄壤和亚热带季风气候。“湖南红茶”曾
与“祁红”“建红”在全国三足鼎立，可是沉默了许多
年。2018年，省政府决定整合资源，打造“湖南红茶”
品牌 。专家团队从数百个样品中 ，最后确定 “花蜜
香、甘鲜味”为“湖南红茶”的品质特征。短短一年时
间，全省红茶加工量、综合产值分别达到5.1万吨、90
亿元，比2017年分别增长54%、增长91%。

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农产品公共品牌是一个区域
的“金名片”“代名词”。它对产品市场的影响力不言而
喻，对区域发展的美誉度也是不可估量的。正像人们
喝着“湖南红茶”，便自然而然地想着这茶是来自湖南
的。如此这般，茶因“湘”而香，“湘”因茶而红。

不只农产品，公共品牌推及广泛，很多领域可以“湘”字
统之。

“沁潇湘”是湖南省天然饮用水品牌，正式发布不到一年
时间，已有60多家企业加盟。这些加盟企业感触最深的是，产
品统一包装标识、质量标准，企业从散兵游勇到抱团发展，市
场更大，利润更高了。

“好客山东”，以山东人的“好客之道”，成就经典的旅游
品牌，风靡十余载而不衰。“锦绣潇湘”，以秀美的湖南山水、
灿烂的湖湘文化吸引着世界的目光。 过去曾有外国游客说，
只知道有某某景点，而不知道有湖南。“锦绣潇湘”旅游品牌
的崛起，让湖南的知名度更加响亮，“来中国，必到湖南”正成
为许多外国游客心中的向往。

一个“湘”字走天下，擦亮品牌做大做强，世界会变得更
开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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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字号”农产品何以展销红火

要闻

荨荨（紧接1版）50平方米的平房当工厂，两套
旧设备，8个工人， 这便是企业创立之初的雏
形， 也是我省第一批个人创办民营企业的真
实写照。

“用创新穿过面前的‘墙’，深耕市场打
造全新增长极。” 这是艾立华将企业做大做
强的秘笈。1997年， 随着长虹集团的扩能，
艾立华作出就近办厂服务长虹集团决定，企
业随即一口气在四川德阳、雅安，江苏南通
等地相继建厂生产，逐渐形成了电视机电容

器制造销售的完整产业链， 站稳国内市场；
2001年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企业紧盯国
际市场，研发出高耐温的铝电容器，受到飞
利浦、 欧司朗等世界级照明用户的肯定，颠
覆了由日本企业统领的局面；2012年后，智
能手机的广泛使用，再次为艾华创新注入强
劲的动力，艾华获得苹果、华为、三星等客户
的青睐，成为全球智能手机快充市场占有率
最大的企业；2018年，企业实现营收近21.75
亿元。

短短的几十年里，从“跟跑”到“领跑”，艾
华集团渐成中国乃至世界同行业的佼佼者，
占有照明市场、电源市场、充电器等市场的绝
对优势，成为中国第一、全球前四的铝电容器
制造商。

在一些企业纷纷抢滩沿海做大做强时
候，艾立华始终坚信：自己带领企业能在家乡
成功完成一次次“蝶变”，为家乡成就电容器
制造“硅谷”的殊荣，为湖南创新引领开放崛
起战略再添新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