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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湖南日报记者 唐璐

蓝思智能机器人（长沙）有限公司
以“智造”迎接5G时代到来；惠科项目
建设抢抓进度，勇当百日竞赛排头
兵……初夏时节，记者穿行浏阳经开
区（高新区）现场，只见一个个重点项
目建设在有序推进。

以“智造”抢占5G市场

6 月 2 日，在蓝思智能机器人（长
沙）有限公司自动化设备研制车间，几
十台 3D 曲面玻璃热弯机器人嗡嗡作
响，正在进行设备调试。经过抛光、清
洗、烘干等数十道工序后的平板玻璃
片，通过传送带传至热弯机器人“体
内”，不到1分钟，一块光泽靓丽、边缘
弯曲的3D玻璃呈现眼前。

“随着5G时代的来临，3D曲面玻
璃的需求日益增加。过去这种热弯机
只能依赖进口，通过我们近几年的自
主研发和设备量产，不仅摆脱对进口
的依赖，而且大大降低生产成本。”蓝
思智能负责人告诉记者。

在另一车间，一排排黄色的四、六轴
机器人，摇动着机械臂，正在测试抓举各
种重量。“这些机器人会干很多活，它们
会搬运物料、上下料，装上不同的臂手，
还可以焊接、打磨、拧螺丝等。”蓝思智能
技术人员介绍，如今这些自动化设备已
全面应用到蓝思科技整条生产链上，通
过持续的技术创新推动，蓝思科技综合
产能提升20%、良品率提升逾10%。

据了解，蓝思科技2016年创建蓝
思智能机器人公司，现已具备年产过
千台以上大型自动化设备的研发制造
能力，2019年蓝思智能在智能制造设
备、智能机器人、工业应用软件等方面
获得专利超过 200 项。正是基于在智
能制造方面的先行布局，在百日竞赛
中，蓝思科技运用科技力量快速出货，
抢占5G市场，一季度实现营收同比增
长44.6%，净利润达8.8亿元。

策马扬鞭跑出“加速度”

在省、市重点项目长沙惠科第8.6
代超高清液晶显示器项目建设现场，
7000 多名工人分秒必争、与时间赛

跑，勇当百日竞赛排头兵。
该项目主厂房建筑面积约 64 万

平方米，是全省最大单体厂房。目前
“惠科速度”正在每日刷新，自 2 月 10
日复工以来，项目主厂房二层、三层建
设已经完成，正在浇筑四层楼板，预计
将于 7 月 26 日实现主体封顶，比原计
划提前20天。

“我们已接到韩系客户下的1000
多万片订单。”长沙惠科总裁助理白航
空说，项目预计明年2月投产，预计年
产值可达 150 亿元，届时将成为全球
唯一直供8K显示屏市场的工厂。

为了不耽误惠科项目建设，浏阳
经开区（高新区）加快推进惠科配套基
建工程 G319 南辅道建设工程，5 月
28日实现路面沥青摊铺，接下来将马
不停蹄组织道路铺设、绿化、亮化施
工，力争7月底完成竣工验收。

高效服务添“动力”

蓝思科技和惠科项目按下加速键
的背后，离不开园区的高效服务。

浏阳经开区（高新区）大力推进重

点企业领导联点制度，落实重点企业
联系表、竣工项目投产达产表、招商引
资在谈项目表等“九张表”举措，聚精
会神兴产业强企业。

园区为企业量身打造惠企政策
包，派出 301 名干部一对一精准送策
入企，指导企业申报电费、税费、贷款
利息等费用减免或奖补，节约资金
8200 万元，为企业减免租金 1000 余
万元。设立复工复产政策兑现专窗，受
理财政奖补、融资贷款、就业用工、税
费优惠等省级事项27项、市级事项29
项。推出工业投资建设项目“容缺许
可、拿地开工”审批服务，办理全流程
由平均75天压缩至30天。在全省率先
推出产业项目建设“先建后验”改革；
实施建设工程竣工实现联合验收，将
验收时限压缩为8个工作日。

浏阳经开区（高新区）相关负责人
表示，下一步将围绕“时间过半、任务
过半”的硬性指标，充分发挥浏阳经开
区、浏阳高新区合并后的资源优势、空
间优势、产业优势和规模优势，以更加
扎实的举措和更加优质的服务，推动
园区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湖南日报6月8日讯（记者 杨玉
菡 通讯员 余杰 李嘉澍）5 月 31 日，
历时 45 天的“惠聚湘鄂边，乐购南洲
城”南县首届购物节落幕。其间,该县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5亿元，同比增
长40%以上。

购物节期间，南县县域内房地产、
乘用汽车、建材、农产品、家电、餐饮、
住宿、百货、星级景区等行业 29000
家门店商铺参与活动。主场地及所有
商家门店分场地销售火热，乘用汽车
销 售 金 额 达 3800 万 元 ，同 比 增 长

51.9%；成交住宅、商铺总建筑面积突
破 8 万平方米，环比增长 452%；稻虾
米、面条、食用油、蛋类及肉类等农副
产 品 销 售 达 1100 万 元 ，环 比 增 长
87.6%，同时线上销售 1000 多万元。
克明面业、顺祥水产、金之香米业等
19 家参展知名企业实现销售突破与
品牌推广双丰收。

南县举办首届购物节，旨在加快
克服疫情影响，刺激本县消费市场全
面复苏。购物节期间推出三大有奖活
动，即“你消费，我买单”，凡在县域内

产生的100元以上金额的个人消费行
为，开具有效发票后即可参与抽奖，中
奖者可获中奖发票金额等额现金奖
励；“你购房，我送车”，凡购置参展房
地产企业新建商品房的消费者，即可
参加抽取汽车大奖活动，同时可享受
所缴纳不动产契税额度50%的补
助；“你买车，我加油”，凡在参展
汽车销售企业购买乘用新车的消
费者，可获赠加油卡一张。

为扩大首届购物节的影响，
南县制作短视频、H5、图解、喷

绘，张贴海报、悬挂标语，还联络华容、
安乡、沅江、大通湖等周边县（市、区）
官方媒体和自媒体发布活动消息，吸
引 3 万余人次来南县消费。同时,开展
活动直播 18 次，累计观看直播人数
260多万人次。

大卖45天 狂揽15亿
南县首届购物节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0%以上

湖南日报6月8日讯（见习记者
聂沛 通讯员 张先华 张欢）“户口问
题终于解决了，妻子有了合法‘身份’！”
近日，衡山县新桥镇查泉村贫困户刘
良余接过妻子王小红的户口页激动
地说。因王小红智力障碍，难以正常
沟通，加上办证程序复杂，举证困难，
其户口一直未妥善办理。“回头看”发
现这一问题后，新桥镇实行特事特
办、简化程序、上门服务，让王小红有
了合法身份。

为做到排查全覆盖、无盲区、无
遗漏、无死角，今年2 月，衡阳市聚焦
脱贫攻坚问题清零，出台“进一步强
化‘三落实’实施意见”，制定了实施
细则逐项分解任务、明确责任，建立

“县负总责统筹安排、乡镇主体推进
实施、行业部门协同配合、逐村逐户

实地排查”工作机制。并从全市抽调
7179 名党员干部组建清查、督查、指
导3支队伍，全力推动“回头看”行动。

衡阳各县（市）区还采取“挂图作
战”方式，每个问题上墙、落实到人，
并将排查出来的问题梳理成条、建立
台账、集中交办。同时，根据“四类重
点对象”以及边缘户、不稳定脱贫户
的真实底数，逐户逐人建立台账，按
照“一户一名帮扶干部”“一户一策”
进行“一对一”重点帮扶。

截至目前，衡阳市共排查出住房
安 全 、易 地 扶 贫 搬 迁 等 方 面 问 题
25537 个，86%排查出的问题已整改
到位。下阶段，该市将全面夯实“回头
看”成果，对问题进行再排查、再认
定、再整改，确保6月底前所有问题解
决到位。

湖南日报6月8日讯（记者 张佳
伟 通讯员 刘飞 吴智睿）“看特色农人
直播，选地道美味山货！”6月4日，邵阳
县联合“芒果TV扶贫云超市”举办了一
场消费扶贫直播，网红主播、直播达人、
县领导等轮番上阵，为网友“云带货”。直

播2小时，销售额60多万元，情糖、茶油
刀豆一上架就被“秒杀”。

直播活动在该县蓝印花布非遗文
化传承保护基地进行。直播通过视频
呈现、现场演示，还原了茶油、猪血丸
子、茶油刀豆、情糖等系列农产品特

质，吸引了近万人观看互动。
近3年来，邵阳县全力推进电商进

农村和电商扶贫工作，投入电商扶贫
建设资金近1.5亿元，在234个村建设
电商综合服务站，160个贫困村实现电
商服务站全覆盖；同时，培训电商从业
人员近3000人，“草帽哥”等一批新农
人成为网销“达人”。全县累计销售农特
产品5亿多元，8300名贫困群众受益。

邵阳县“云带货”让群众受益

湖南日报记者 成俊峰
通讯员 钱辉 段一帆

豆腐是人们常见的菜肴。在常宁市，
有一种豆腐名声很响，叫“后洛豆腐”。

“后洛豆腐”因发源地在后洛村(现胜
桥镇利乐村)而得名。当地甘洌的泉水、绿
色的原料，还有传统的制作工艺，造就了
味道独特、品质优良的“后洛豆腐”。

“‘后洛豆腐’去年被列为常宁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6 月 8 日，
记者慕名来到利乐村，58岁的“后洛豆
腐”传承人段圭成满脸自豪地说，“‘后

洛豆腐’口感软嫩，但又久炖而不散烂，
入口就能感受到豆子的醇甜和利乐山
泉的甘甜混合而成的独特口感。”

段圭成告诉记者，利乐村豆腐制作
已有数百年历史，家家户户都会制作豆
腐。而他自己从12岁开始学制作豆腐，
是村里第五代手艺传人，几十年来靠卖
豆腐养活着一家老少。

“以前都是挑着豆腐去外面卖，现
在不用出村就能卖掉！”段圭成说，许多

外地人特地开车到村里买豆腐，深圳、
福建等地的一些客人还让他把豆腐用
快递寄过去。

近年来，在加快“一村一品”示范村
建设中，利乐村把“后洛豆腐”作为帮助
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扶贫产业来抓，打
开了一条致富路。

走进61岁的村民黄凤年家，一阵豆
腐的清香扑鼻而来。“以前在外打临工，
收入不稳定，自从镇、村将豆腐作为主

打产业来抓，我们村的豆腐卖得俏。这
些年，我在家里打豆腐也脱了贫。”黄凤
年一边烧火一边告诉记者，现在她每天
都做豆腐到集镇上卖，日均有100多元
收入。

目前，利乐村共有 80 余户村民从
事豆腐制作及相关产业，其中建档立卡
贫困户10余户，每户每月增收3000余
元。

“我们将延长产业链，扩展销售渠
道，做大做强‘后洛豆腐’品牌。”利乐村
党支部书记张缘介绍，村里还将大力推
行果园套种黄豆，为豆腐发展提供原料。

“非遗豆腐”富百姓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易浩 李慧君

扬鲁班造化，九子龙鳌玉笥山；
吊屈原不朽，龙舟偏赛罗江水。6月7
日，汨罗市九子龙屈原龙舟有限公
司，木工眼疾手快，4艘民间龙舟初现
雏形。

“民间龙舟是纯手工打造，可提
供个性化设计。国际龙舟赛事上，玻
璃钢龙舟应用更广。两种产品都很畅
销。”公司负责人许名南说，“上周，我
们往新疆、山东等地发了 10 余艘龙
舟。临近端午节，订单多，我们铆足干
劲生产。”

许名南是汨罗民间龙舟打造技
艺的第 6 代传人，大学毕业后主动回
乡继承家传技艺。在他的打理下，“九
子龙龙舟”名声在外，全国各地的订
单纷至沓来。2019 年，九子龙公司销
售额达600多万元。

“减税降费政策力度大、惠及面
广，公司获得税费减免 8 万余元。”公
司董事长许桂生欣慰地说，“省下来
的税费，全部投入‘民间龙舟打造技
艺传习所’建设上，只为把龙舟技艺
传承下去。”

“传统技艺不能丢，手艺人要想
办法追求创新。”近年来模具盛行，木
刻龙头、龙尾的需求锐减，汨罗民间
龙舟手艺人郑亮辉转头做起了龙舟
摆件。不改工艺，只改尺寸，做出来的

“小龙舟”别具一格，备受欢迎。
棹影斡波飞万剑，鼓声劈浪鸣千

雷。汨罗市龙舟协会会长李建军介绍，
该市现有登记注册的龙舟企业19家，
年产各类龙舟4000余艘，年总产值在
1.2亿元以上，产品远销东南亚等地。

然而，突如其来的疫情，给汨罗
龙舟产业带来了严峻挑战。国家税务
总局汨罗市税务局依托税收大数据
分析，制定“一企一策”清单，采用电
话沟通、视频连线与实地走访等方
式，了解企业困难，制定帮扶计划。

“公司有8个湖北籍员工，复工复
产较为困难。”许桂生说，“税务部门
来了支小分队，暖心问需问难，帮助
我们用足优惠政策，尽快恢复生产。”

“龙舟产业熬过了寒冬，迎来了
盛夏。”李建军告诉记者，第十六届汨
罗江龙舟节即将开幕，龙舟队伍已经
恢复了水上训练。

香草湖上，鼓声响起，一艘艘龙
舟疾驰而过，互争雄长。

棹影斡波飞万剑
——汨罗民间龙舟企业大干快上侧记

“智造”赢市场 服务显高效
——浏阳经开区（高新区）百日竞赛见闻

湖南日报6月8日讯(记
者 刘跃兵 通讯员 陈健林
任泽旺)6 月 7 日，江永县民
俗文化街，香粽飘香，热情好
客的瑶胞们向来自天南地北
的人们展示传统香粽制作过
程。盛装的瑶哥瑶妹，通过拼
多多等电商平台直播销售，
订单不断。当天，2020 消费
扶贫江永行第二季·香粽季
活动暨湖南消费扶贫联盟走
进江永对接活动启动。

每年临近端午节，江永
的瑶家阿妹便结伴山上采摘
粽叶，制作香粽。近年来，以前
在当地销售的江永香粽，搭上
互联网快车，销往全国各地。

活动现场，江永县委书
记周立夫通过镜头，向广大网
友介绍江永香粽的制作工艺
和特色，请大家多下单购买。
这天晚上，江永县县长唐德荣
也在湖南卫视“天天向上”电
视栏目，与“天天兄弟”一起推
介江永香粽和夏橙。

记者在民俗文化街看
到，该县千家峒瑶族乡刘家

源村 62 岁的蒲春淑，一边包香粽，一
边与女儿在镜前与网友互动，“我们用
的是海鸭蛋黄，手工制作……”

蒲春淑制作香粽 40 多年，去年
“触网”后，全年销售香粽7万多个。桃
川镇太平街48岁的章文辉，刚学会上

“拼多多”平台，不到 1 小时，就卖了
1000多元，乐得合不拢嘴。直播中，实
时在线观看人数 51.02 万人，销售香
粽40万多个。

该县夏层铺镇九牛冲村夏橙基地直
播点，从民俗文化街赶来的周立夫等，通
过湖南卫视快乐购电视频道、芒果扶贫
云超市、拼多多等直播平台，直播带货江
永夏橙。据统计，直播期间最高人气值达
4.3万多人，销售夏橙10余万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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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8日讯（通讯员 林
振林 田才茂 记者 雷鸿涛）6月5日
至 9 日，怀化市洪江区洪江古商城
2020网红美食文化节在景区“烟雨洪
江”街区举行。活动现场人气火爆，各
类美食琳琅满目、香气四溢。美食节
期间，景区共为游客免费发放 2000
余张美食券。

据悉，美食节汇聚全国各地的特
色美食40余种。在“烟雨洪江”街区，
蒙古烤肉、长沙臭豆腐、海南椰汁、野
生青森扇贝、阿拉斯加蟹、生蚝、火爆
鱿鱼、韩国料理、冒烟冰激凌、红烧乳

鸽等美食尽收眼底。美食节以“民国
风”为主题，现场各地大厨身着当地
特色服饰，为游客烹饪特色美食，引
得众人驻足品尝。其间，恰逢景区周
末举办“又见小城故事”夜游活动，各
类情景表演轮番上演，与美食节相得
益彰，好吃好看又好玩。

“既能品尝各地美食，又能赏民国
风情大戏、听洪江小城故事，真是不虚
此行。”美食节现场，来自张家界的徐先
生高兴地说，这是他在疫情后第一次参
加美食节，洪江古商城景区美食多，各
类表演也多，吃得过瘾，玩得尽兴。

品美食大饱口福
赏大戏不虚此行

洪江古商城美食文化节人气火爆

洪江区

湖南日报6月8日讯(记者 黄柳
英 通讯员 周婧兮 周吉锋)漫步高空
悬廊，穿梭花海拍照“打卡”，热了便去
绿植长廊避暑纳凉，到恒温玻璃棚采摘
无土培育的新鲜果蔬。周末，冷水滩区
上岭桥镇仁山村，操着不同乡音的游客
不约而同来到这里游玩。该村引进仁山
湖美田园综合体项目仅一年多，目前已
成为湘粤桂边界众多“驴友”“摄友”的
最佳目的地。

仁山村原先产业薄弱，村里的年
轻人都外出打工，只有老人、小孩留
守家园。去年村里引进总投资 3.5 亿
元的仁山湖美田园综合体项目，打造
集乡村振兴示范点、现代农业科技基
地、旅游景区功能于一体的田园综合
体，并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的形
式，引导农户与集体经济、产业项目
进行利益联结。该项目创造了600余
个就业岗位，吸引不少青壮年劳动力

返乡就业。到年底，村集体收入增加
32万元。

近年来，冷水滩区充分利用区位
优势、挖掘区域特色，着力打造“文旅
农特色小镇”。通过推进资源变资产、
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等改革，集
体经济发展活力和实力有效增强，形
成了“村村有产业、集体有事业、人人
能就业”的发展态势。全区乡村生态
旅游业依托6大“万字号”农业生产基
地迅速崛起，已打造出“全国乡村治
理示范村”仁山村，“国家森林乡村”
牛角圩村、敏村，“省五星级乡村旅游
点”茶花村和“省级美丽乡村”邓家铺
村、零东圩村等一批农旅融合经济强
村。

目前,该区 70%的农村村集体经
济收入达 5 万元以上，其中村集体经
济收入10万元以上的村10个，30万
元以上的2个。

农旅融合鼓“腰包”
70%的农村村集体经济收入达5万元以上

冷水滩区

喜上“梅”梢
6月6日，娄底市娄星区杉山镇农联村杨梅种植基地，游客在体验采摘杨梅的乐趣。当天，该基地2000余亩杨梅成熟开

园，吸引众多游客前来采摘。近年，该区因地制宜推进休闲观光农业和乡村旅游融合发展，打造集旅游观光、休闲度假和农
事体验于一体的“农旅融合”特色产业，全区目前已建成生态农旅观光示范项目20余个，辐射带动约3万余名农民增收致
富。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通讯员 岳雨生 摄影报道

全力推动“回头看”
脱贫攻坚显成效

86%排查出的问题已整改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