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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随着各类企业复工复产，麓谷火热
的生产生活重新开始。长远锂科锂电
池正极材料生产基地、泛航新能源智能
装备产业园等大企业、大项目的入驻，
更给长沙高新区带来新一轮的投资热
潮，为麓谷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今年以来，长沙高新区主动出击、
优化服务，精准开展产业链招商、以商
招商和二次招商，把因疫情失去的时间

“抢”回来。全区引进长远锂科锂电池
正极材料生产基地、泛航新能源智能装
备产业园等项目26个，“三类500强”企
业项目2个，总投资额188.7亿元，投资
额同比增长48%。

产业链招商凸显“精准”

为了筹备即将举行的新项目开工
仪式，湖南长远锂科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刘海松近些天忙得不可开交。

“近年来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启
动，长远锂科生产的三元复合锂离子、
钴酸锂等高端正极材料供不应求，扩产
需求迫切。”刘海松介绍，17 日，投资达
70 亿元的长远锂科锂电池正极材料生
产基地在“链上麓谷 智造未来”集中签
约活动上签约，该项目即将于4月底举
行开工仪式。

“长远锂科这一新项目将为长沙高
新区壮大新能源与节能环保产业注入强

劲动能，巩固园区在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
全球领先的地位。”长沙高新区管委会副
主任崔晓表示，长远锂科新项目是长沙高
新区二次招商的典型案例。今年以来，长
沙高新区立足重点项目，瞄准新兴产业，
突出产业链招商，加快强链延链补链步
伐，充分凸显了“精准”二字。

17 日举行的“链上麓谷 智造未
来”，只是今年长沙高新区系列项目集
中签约活动的第一场。5月和6月，还将
有“链上麓谷 科创未来”“链上麓谷 健
康未来”两场集中签约活动。三场项目
集中签约活动，集中展示长沙高新区在
新能源与先进制造产业、信息科技创新
产业、生物医药与大健康产业等优势产
业上的招商引资成果和产业集聚势能。

“我们的招商脚步没有受疫情影
响。”崔晓说，今年以来，园区已经派出
多个招商小分队，前往苏州、广州等地
招商，收获颇丰。这些招商活动都瞄准
小产业链生态精准招商，重点在生物医
药、自主可控、移动互联网等优势产业
中，积极引进培育在产业细分领域独具
特色的成长型企业。

为进一步招大引强，长沙高新区将
以“1+X”的模式，积极构建完善的总部
企业顶层支持政策体系。在新能源装
备产业方面，继引进长远锂科电池材
料、桑德新能源动力电池电芯等项目
后，密切关注产业链上下游相互衔接，
依托龙头企业，以商招商，突出强链、延

链。依托中联建设智慧城，将先进装备
链向土方机械、高空作业机械、农业机
械和人工智能产业链延伸。

“金钥匙”服务赢得赞誉

崔晓主抓园区招商工作，她手机上
的行程表，密密麻麻地列着每天的接
待、商谈、考察等行程，平均每天有4个
以上的接待任务。

“我们要把因疫情失去的时间‘抢’
回来！”崔晓说，园区真心实意地为企业
当好“服务员”，提供全方位、全天候、全
过程的贴心服务，确保签约项目快落
地、落地项目快建设、建设项目快竣工、
竣工项目快投产。

在17日的“链上麓谷 智造未来”项
目集中签约现场，每个签约项目都获得
一把“金钥匙”。这把金色的“钥匙”其
实是一个U盘，包含项目建设所需的全
部信息，并明确专人为项目落户、建设、
发展提供全流程专属服务，在项目建设
运营过程中享受VIP服务。

“‘金钥匙’是长沙高新区向企业作
出的一份庄严承诺，也充分展现了园区
服务为企的高度自信。”崔晓说。

长远锂科获得的这把“金钥匙”里，就
含有招商合作局、住建局、行政审批服务
局、土地储备中心、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等高
新区多个部门的专人联系方式，其中招商
合作局的专属“服务员”是周彦霆。

“不叫不到、随叫随到、说到做到、

服务周到。”周彦霆称自己的是这样“服
务”长远锂科的。为了加快长远锂科的
投资步伐，今年3月，原本需要半个月的
土地出让前期手续，在周彦霆与各个部
门的合作下，3天时间就办了下来。

自2002年落户长沙以来，新项目已
经是长远锂科在长沙投资的第三个项
目。湖南长远锂科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刘海松表示，公司一次又一次把项目落
户在长沙,正是因为各项政策支持和园区
服务良好，加上产业集群效应明显。

据介绍，园区还充分利用疫情期间
减税降费、补助贴息、债券发行等政策
支持，强化部门联动、银企对接，合力破
解天际、桑顿、三安等重点招商项目的
资金瓶颈，助推项目加快建设。

全省商务部门同样只争朝夕，疫情
期间招商引资马不停蹄。

尽管受春节长假和疫情冲击影响，
一季度我省招商引资各项指标保持较
快增长，新签约引进了一大批优质产业
项目，实现了良好开局。

据省商务厅统计，1至3月，全省实
际 使 用 外 资 47.5 亿 美 元 ，同 比 增 长
6.9%；实际到位内资 1933.5 亿元，同比
增长14.6%。

全省新引进 31 家“三类 500 强”企
业投资项目 33 个，投资总额 459 亿元。
上汽大众新能源、益海嘉里、比亚迪、道
依茨发动机、嘉士利食品等优质产业项
目陆续签约落户。

沈德良

这些天来，陕西柞水“小木耳”带动
着国内其他地方众多“同门兄弟”集体走
红，且形成了“蜂拥耳上”这一网络“新
词”。除柞水木耳外，海南万宁菠萝、潜
江小龙虾、湖南凤凰腊肉、河北万全玉
米，跻身电商线上销售榜单前五，线上销
售大幅飙升。风头正盛的电商，为优质
农产品树品牌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优质优价市场的不二法则。前些
日子长沙举办的米粉擂台赛，那些赚得
人气的商家无不具有很强的品牌效
应。同样，貌不惊人的小龙虾，它爬过的
路，真可谓是百转千回，但眼下已贵为

“夜宵一哥”。比如江苏盱眙、湖北潜江、
湖南南县等地的小龙虾因为品牌而“自
带流量”，在市场上受追捧的热度，可以
把其他同类产品甩下几条街。

把产品做成产业，注重品牌建设
是关键一环。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
确提出，要继续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加
强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地理标志农
产品认证和管理，打造地方知名农产
品品牌，增加优质绿色农产品供给。
湖南是农业大省，打造区域性农产品
品牌有着较强的优势：沅江的芦笋、华

容的芥菜、新晃黄牛肉、湘西的茶叶、
祁东黄花菜、宁乡花猪、汉寿甲鱼、资
兴东江鱼、安化黑茶等，三湘大地众多
文化厚重、品质优良的农副产品，都具
有做成产业的潜在基础。

从籍籍无名之辈到做成风靡一时
的品牌，就是将产品升华成产业的必然
过程。一则猕猴桃的故事足以说明品
牌的重要性：我国作为猕猴桃原产国，虽
然也有口味优质的猕猴桃，但整体而言
始终没有跳出大路货的档位，相反，新西
兰的“奇异果”，虽然“骨子里”流着中国
猕猴桃的“血统”，却以数倍于国产猕猴
桃的售价在全世界赚得盆满钵满，国内
中小果农们却只能挣一点养家糊口钱。

据《湖南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千企帮千村”行动方案》，我省年内将在
贫困地区重点培育1000个贫困村发展
成为“一村一品”专业村，创建30个全国

“一村一品”示范村、300个全省“一村一
品”示范村。目前，在国家认定的“一村
一品”示范村镇中，湖南省占据其中79
个村镇的席位。

培育发展“一村一品”，是产业扶贫
的重要途径，是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无
缝对接的重要举措，更是推进农业现代
化、实现农业产业化的必由之路。

湖南日报4月26日讯（记者 黄
利飞）今天，省直单位“三集中三到位”
改革部署推进会在长沙召开。省委常
委、常务副省长谢建辉出席，省政府秘
书长王群主持。

谢建辉指出，建设省级政务服务
中心、推进审批服务“三集中三到位”
改革，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的具体行动，是政之所向的大事、
大势所趋的要事、发展所需的急事、群
众所盼的实事。省直各部门要深化认
识、狠抓落实，让政务服务有速度、有
温度。

谢建辉要求，坚持当前目标与长
远目标、线上与线下、内部协作与外部

联动“三个结合”，当前要确保政务服
务中心如期运行，长远要争创全国一
流省级政务服务中心，加快建成全省
统一的线上线下政务服务平台体系，
形成新型审批服务机制。要突出标
准、创新、科技“三个引领”，推进政务
服务大厅标准化建设，创新办理环节
和审批机制，提升办事平台智能化水
平，实现企业群众少跑腿、数据多跑
路。要实现事项、窗口、服务“三个集
成”，梳理推行集成式服务，科学设置
相关窗口，完善政务服务大厅科学化
人性化功能布局。要确保组织领导、
考核管理、培训指导、经费保障“四个
到位”，推动改革落实落地。

湖南日报记者 唐亚新

“有了邵阳快警24小时全方位守护，
我们能更安心地投入到救助工作中去。”4
月25日晚，隆回县人民医院急诊科护士宋
小莲上完夜班回家，看到邵阳快警驻守在
身边，直言自己安全感“爆棚”。

疫情防控期间，邵阳市公安局充分
发挥邵阳快警移动警务平台优势，将全
市11个邵阳快警平台成建制“向前一步
走”，进驻各疫情防控定点医院，护航抗
疫最前线。

“公安蓝”擦亮城乡“平安色”。疫情发
生以来，全省公安机关聚焦热点重点，切实
加强社会面治安防控，坚持依法从严从重
打击各类涉疫违法犯罪活动，为疫情防控
工作营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

全省公安依托已建成的322个快警平

台，强化城区街面布警，最大限度提升街面
防控、应急处突和打击震慑能力。同时，全
面提升机场、火车站、长途汽车站等公共交
通站点的安保等级，并联合卫健部门、运营
企业在旅客候车室设立1668个疫情检测
点，配备3336名警力，协助做好体温测量、
人员隔离等工作。

3月4日，隆回县政府工作人员在排
查中准备对一外地籍人员进行体温检
测时，对方拒不配合，且手持柴刀挥舞，
威胁和辱骂工作人员。当地派出所民
警迅速赶到，与工作人员一起将对方制
服。目前，犯罪嫌疑人因妨害公务罪被
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为保持对涉疫类违法犯罪的高压
打击态势，省公安厅在全国率先发布关
于依法打击涉疫违法犯罪行为的通告，
并与省市场监管局等12个厅局联合部

署打击野生动物非法交易、非法制售口
罩等防护产品违法犯罪和价格违法行
为“三打”专项行动。

以销售口罩为名实施网络诈骗，作
案8起，受害人涉及山东、湖南等多个省
市，涉案金额高达840余万元。2月底，
在公安部、省公安厅协调指挥下，长沙
和山西太原两地警方联手侦破了这起
特大涉疫电信网络诈骗案。

犯罪嫌疑人陈某为获取暴利，明知
所进的口罩是“三无产品”，仍多次购进
这类口罩260箱在衡阳市内销售，涉案
金额达 100 万余元。衡阳市公安局雁
峰分局接到线索后，立即成立专案组开
展侦查，并将犯罪嫌疑人抓获。

安化县市场监管局联合县森林公安
分局在对当地农贸市场及动物交易门店
进行检查时，发现罗某良正在经营野生动

物毛冠鹿、野兔、猪獾。执法人员依法对现
场发现的7只死体毛冠鹿、10只死体野兔
和1只死体猪獾进行扣押，并由森林公安
分局对当事人进行立案调查。目前，该案
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
全省公安机关以打击医疗物资诈

骗和制售假冒伪劣口罩等事关人民群
众切身利益的违法犯罪为重点，坚持体
系作战、合成作战，侦破了一大批案件，
形成强大震慑态势。截至目前，省公安
厅直接督办影响重大的销售伪劣产品
等涉疫案件12起；各地公安机关封控隔
离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场所11381处，清
查各类经营场所42780家，收缴非法来
源或无检疫证明的野生动物5810头；查
扣非法口罩产品364.71万只。

为充分化解矛盾纠纷，全省公安机
关还开展“百万警进千万家”活动，发动
民警、辅警深入社区村组，围绕受疫情
影响较大的11个重点领域开展矛盾风
险专项排查，有力确保了疫情期间全省
社会稳定。

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
——长沙高新区招商引资见闻

三湘时评

把优质农产品做成品牌

谢建辉在省直单位“三集中三到位”改革
部署推进会上强调

让政务服务有速度有温度
“公安蓝”擦亮“平安色”
——湖南公安严打涉疫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稳定

湖南日报4月26日讯（记者 欧
金玉 通讯员 上官子惠）今天下午，全
省集中化解房地产办证信访突出问题
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在长沙召开。

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李殿
勋出席会议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王柯敏宣读《湖南省信访工作联
席会议关于成立省集中化解房地产办
证信访突出问题专项行动领导小组的
通知》，副省长许显辉主持会议，副省
长陈文浩出席。

李殿勋强调，解决房地产办证信访
突出问题，事关广大群众切身利益，事关
社会安全稳定，也影响经济发展大局。
各级各有关部门要以足够的政治境界、
业务能力与责任担当，切实化民忧、解民
难。省直有关部门要深入指导、跟踪服

务，各市州要全面排查、准确分类，精准
施策、合法处置，深化改革、长效治理。
要把该项工作纳入年度绩效考核、平安
建设考评与信访工作目标管理，确保
2020年各地都有实质性突破，并形成一
批有效经验；2021年遗留问题基本化
解，长效机制初步建立。

许显辉要求，各地各部门要迅速
传达贯彻好本次会议精神，统筹解决
好房地产办证及关联工作，加快探索
形成房地产办证问题的长效机制。

陈文浩就全省开展集中化解房地
产办证信访突出问题专项行动进行安
排部署，强调各地要坚持依法依规、民生
优先、实事求是、分类施策的基本原则，
强化部门协同，全面化解“办证难”问题，
最大限度地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小小一本产权证 牵动千家万户心

全省集中化解房地产办证
信访突出问题

经济社会有亮点经济社会有亮点
精准施策看湖南精准施策看湖南

▲ ▲（紧接1版①）本轮巡视首次从省
委编办抽调人员，编入选人用人专项
检查组，对县市区机构编制开展重点
检查。

去年8月，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
共产党机构编制工作条例》，明确机构
编制工作情况和纪律要求执行情况应
当纳入巡视巡察等监督范围。本轮巡
视将严格遵照该条例，看各地是否存
在违规审批机构编制、核定领导职数，
或者超职数、超规格配备领导干部等
情况。

——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再发
力。当前，各县市区都在全力防控疫
情、推进复工复产，有的还要接受脱贫摘
帽检查，工作压力很大。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
于持续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作
风保证的通知》，要求持续为基层松绑减
负，让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抓落实。

本轮巡视将重点了解上级单位加
重基层负担的情况，着力发现影响中央、
省委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同时，巡视组在
工作中也将力戒形式主义，尽量少开会，
防止重复要材料，避免重复谈话。

从队伍上看：巡视巡察
上下联动，干部队伍更年轻

巡视直面的是矛盾问题和风险挑

战，既是对巡视对象政治成色的全面检
验，也是对巡视干部政治品格的实战考
量。本轮从纪检监察、审计、巡察系统
和其他省直单位抽调了一批干部参与
巡视，干部队伍更加年轻，专业也更加
优化。同时，加强与相关职能部门监督
的贯通融合，有利于形成监督合力，把
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

本轮巡视还有个特点，就是加强
巡视巡察上下联动。这次巡视的是
26个县市区，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一
支巡察队伍。被巡视地区要组建1-2
个巡察组，配合巡视组开展工作。这
既是一次“手把手”的培训和指导，也
能促进巡视巡察成果互通互享，放大
震慑效果。

“在我无瑕，方可律人”。不管是
抽调年轻干部，还是锻造基层巡察干
部能力，都是为了打造一支政治过硬、
能力过硬、纪律过硬、敢于善于斗争的
干部队伍，让党员干部在巡视一线的

“熔炉”中经受党性磨砺。
总之，不管形势如何变化，“严”的主

基调不会变。中央、省委重大决策部署
到哪里，巡视监督就跟进到哪里；人民群
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就重点巡视什
么、纠正什么；权力运行到哪里、巡视监
督就跟进到哪里，权力在哪里集中、巡视
监督就聚焦到哪里，这三点工作要求不
会变。边巡边改、立行立改的工作原则
不会变。省委巡视将始终保持力度不
减、节奏不变，确保震慑常在。

解读十一届省委第八轮巡视新变化

▲ ▲（上接1版②）

传统商贸企业拓展线上
服务，扩张消费增长空间

疫情期间，大型商超、小微店铺纷
纷开启“云逛街”模式，为线上消费在
疫情中崛起平添火力。

“疫情倒逼下，省内许多传统商贸
企业主动‘触网’，线上消费力量快速扩
张。”省商务厅电子商务处处长刘建平
认为，今年以来，商务部门指导连锁经
营、餐饮等行业协会与第三方电商平台
开展合作，帮助零售、餐饮等传统商贸
企业转型升级，拓展线上服务，同时协
调阿里为上线企业提供减免佣金等优
惠政策。一季度，阿里巴巴本地生活平
台新增上线商家超过 2000 家，增量位
居全国前列。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王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突如
其来的疫情，推动企业制度、流程、商业

模式加速转型升级，公司用一切力量发
展线上业务。今年以来，公司线上到家
业务同比增长12倍，公司线上业务占比
达到15%左右。

百瑞莲烘焙是我省一家经营西点
的连锁企业，以前从没进行过线上销
售。3 月上旬，负责人何美娜开始借助
抖音等平台，尝试多次直播，效果不
错。她说线上销售“总算部分弥补了实
体店的亏损。”

餐饮业也积极拓展线上业务。湖
南文和友积极探索“线上接单、工厂生
产、线下配送、货柜取货”餐饮零售新模
式，顺利实现全流程无接触服务。唐人
神为支持文和友开展这一业务，特地将
仓储和加工车间进行优化调整，使之更
好响应客户订单需求。

“商贸企业融网转型，延长了零售
链条，需要互联网及相关服务、供应链、
物流仓储等的全方位配合。”刘建平认
为，打通上下游产业，为未来全省线上
消费开创了更大的成长空间。

直播带货成新热点，线上
购物大军规模进一步扩大

直播，在这个春天无疑成为电商的
一个热词。

据第三方数据监测公司数据显示，
湖南省直播热度指数与直播商品投放
指数均呈快速上涨态势。一季度，全省
直播场次超过3.7万场，累计观看达1亿
人次，参与直播的商品实现网络零售额
28.4亿元。

“梦洁宝贝喜迎元宵节”“美妆护肤
大作战”“情人节珠宝大攻略”……今年
以来，友阿集团旗下商家的直播销售一
场连着一场，让人目不暇接。

由省委宣传部、省委网信办、省商务
厅、省扶贫办指导，湖南广播电视台运维
建设的公益平台“芒果扶贫云超市”，深
入我省贫困县（市）进行直播带货，截至3
月31日，已累计卖出湖南特色农产品6.9
万件。各市州商务部门加强与抖音、快

手等短视频平台等合作，联合阿里巴巴
集团组织开展电商直播线上培训。

长沙市电商协会秘书长王英平认
为，疫情重塑了消费者的需求和消费场
景，这对零售行业将带来长期影响，直
播带货将在未来成为人们的一种主流
购物方式。

一季度我省网上零售额增量，还有
很大一部分来自新加入线上购物的“50
后”“60 后”“70 后”。与兴盛优选合作
的社区便利店老板熊雅玲告诉记者，自
己的团购微信群里新增的成员大部分
是“50 后”“60 后”“70 后”，疫情发生初
期他们加入团购群主要是为方便买米、
面、油、菜等，很快发展成购买五花八门
的生活用品。

长沙市零售行业协会负责人彭遥
义称，这一群体购买力比较强，过去喜
欢在实体零售店购物，是互联网零售逆
势增长的重要生力军。

省商务厅电子商务处处长刘建平
认为，随着5G技术逐步推广，物流网络
日益完善，以及用户消费观念和习惯的
变化，网上零售的快速发展将为消费市
场繁荣注入新动力。

网络消费成新动力

湖南日报4月26日讯（记者 彭
雅惠 通讯员 谢妮莉）今天，省统计
局发布消息，2019年末，我省私人汽
车拥有量为812.68万辆，按照年末全
省常住人口6918.4万人计算，大约每
8.5个湖南人就拥有一辆私人汽车。

统计显示，去年我省增加民用车
辆89.64万辆，到2019年末，全省民用
车辆达1427.61万辆，平均每天新增
民用车2455.8辆。在民用汽车包含
的6类车中，汽车占61.3%，对全省民
用车辆增长的贡献率达99.5%，其中，
载客汽车 785.14 万辆，同比增长
11.7 %，占全省汽车总量的89.7%；载
货汽车81.77万辆，同比增长9.5 %。

从增速看，2019 年我省民用车
辆增幅为 6.7%，私人汽车拥有量增
幅为 11.7%。后者增幅高出 5 个百
分点，虽然私人汽车增长经历了过
去 10 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后呈放缓
态势，但需求仍然旺盛。

从地区看，2019 年末，全省 14
个市州中只有6个市州民用车保有
量超百万辆，而汽车拥有量超过百
万辆的市州仅长沙1个，其他市州汽
车拥有量均实现不同程度增长，其
中不少市州增幅达两位数，湖南汽
车消费市场仍有较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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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流鱼苗
改善生态

4月26日，临武县长河水库，政协委员们正投放鱼苗。当天，该县政协少数民族、文艺、
体育界委员开展“爱我母亲河，保护水资源”武水河放流活动，自筹资金4万元购买了31万
尾鱼苗投放到水库中，助推水域生态改善。 陈卫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