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 ２０11年9月28日 星期三本版责编 喻文杰 版式编辑 刘岳 责任校对 胡永龙6

本报9月27日讯 （记者 张尚武
通讯员 廖振坤 ） 湖南柑橘 ， 以品种
改良推动结构调整 ， 迈向百亿产业 。
今天 ， 中国柑橘学会在长沙召开年
会， 省农业厅副厅长兰定国在会上介
绍了我省柑橘产业发展的经验。

我省处于 “赣南-湘南-桂北” 优
势脐橙带， 同时又处于 “鄂西-湘西”
柑橘带 。 去年 ， 全省柑橘面积569万
亩 ， 产量达389万吨 ， 均居全国第一
位， 柑橘总产值近80亿元。 据省农业
厅预测 ， 今年全省柑橘产量稳中有
增， 产地价格上扬15%以上 ， 总产值

将达100亿元。
5年前 ， 我省柑橘还为品种单一

发愁： 全省以宽皮橘为主， 集中在半
个月内上市 ， 难卖好价钱 。 近 5年 ，
全省建立18个良种繁育基地， 年供500
万株脱毒容器苗 ， 抓品改 ， 调结构 ，
力促柑橘产量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细分鲜食、 制罐、 榨汁的市场需
求 ， 全省已形成了湘南40万亩脐橙 、
湘西100万亩椪柑的鲜食柑橘带 ； 形
成了雪峰山脉、 武陵山脉的制罐柑橘
主产带， 为熙可食品、 李文食品等橘
瓣罐头加工企业提供 100万吨原料 ；

在怀化、 邵阳， 哈姆林、 大红甜橙等
适宜榨汁的品种， 已达到30万亩， 进
入盛果期后， 将满足汇源果汁、 台湾
佳美等榨汁企业10万吨柑橘浓缩汁的
原料需求。

兰定国介绍，过去，我省宽皮橘占
80%，近几年省里推广纽荷尔、卡拉卡拉
等脐橙新品种，甜橙产值已占“半壁江
山”。 过去，我省柑橘中熟品种当家，集
中在10月中下旬上市；现在早、中、晚熟
品种“三分天下”，从7月下旬至12月初，
都有新鲜柑橘采摘上市。 近3年，我省柑
橘主产区的收购价年均提高10%。

本报9月27日讯（记者 柳德新 通
讯员 肖义 王光明）“合理定价评审抽
取法”在我省水利系统成功“试水”。 今
天， 在长沙市母山基地举行的湖南省
洞庭湖区蓄洪垸堤防加固工程2011年
度实施项目（岳阳部分）招标随机确定
标段现场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168家
施工企业法人代表或施工项目负责
人 ，见证了湖南水利系统 “双摇号 ”阳
光招标的第一“摇”———摇号随机确定
每个标段的投标人。

省水利厅 、省发改委 、省监察厅 、
省财政厅今年8月联合出台《关于进一
步加强和完善水利工程招标投标管理

的若干意见 》，并制定了 《湖南省水利
工程项目施工招标合理定价评审抽取
法实施办法》（试行），明确规定四水治
理和洞庭湖区堤防建设等项目的施工
招标， 原则上采用合理定价评审抽取
法。 据湖南省洞庭湖水利工程管理局
局长沈新平介绍， 合理定价评审抽取
法的核心是 “双摇号 ”，第一次摇号随
机确定投标人所投标段， 第二次摇号
随机确定中标候选人， 在制度上避免
利用职权干预招投标行为。

湖南省洞庭湖区蓄洪垸堤防加固
工程2011年度实施项目（岳阳部分）共
21个标段，来自全国各地的171家施工

企业递交了投标意向函，其中3家企业
因法人代表或施工项目负责人没有到
场而自动弃权。 上午10时起，在招标代
理机构湖南洞庭招标代理有限公司主
持下， 长沙市公证处两名公证员开始
摇号。 随着小球翻飞，168家企业陆续
被确定各自投标标段。 现场见证摇号
的投标企业湖南省水利水电第一工程
公司董事长徐和平说：“‘双摇号’机会
均等、公平公正，让我们看到了破解围
标、 串标和 ‘暗箱操作’ 等顽疾的曙
光。 ”据悉，10月18日将进行“双摇号”
中的第二摇———随机确定中标候选
人。

本报9月27日讯（记者 张尚武 通
讯员 黄勇华 ）今天上午 ，泛珠三角区
域 “9＋2”反走私合作机制联席会议在
长沙召开。 记者从会上获悉，在打击走
私产、供、运、销等环节，泛珠三角各方
有力配合，取得了显著成果。

湖南省政府副秘书长、 省打私办
主任王光明在会上介绍，《泛珠三角区

域反走私合作协议》 签订6年多以来，
我省海关缉私部门在情报共享、 调查
取证、追捕逃犯、追缴赃物、执法联动、
专项行动、 综合治理等方面与各方广
泛开展合作。 去年以来，长沙海关的缉
私部门共承接协查任务190余起，出动
人员450余人次，车辆520余台次，行程
18万公里 ，有力地配合了兄弟省 （区 ）

的反走私工作。 长沙海关缉私局亦向
有关兄弟省 （区） 提出协查请求90余
起，均得到了鼎力协助。

据长沙海关关长李文健通报 ，依
托泛珠三角区域反走私合作平台 ，去
年至今年8月，长沙海关共刑事立案13
起 ，其中涉税案件5起 ，案值超过14亿
元 ，偷税额371万元 ；非涉税案件8起 ，
抓获犯罪嫌疑人60人，执行逮捕10人；
缴获毒品海洛因、可卡因、大麻总共近
5公斤 ； 缴获非军用枪支36支 ， 铅弹
13.74万发。 行政立案116起，案值7.3亿
元 ,罚没入库1200多万元 ，补税1369万
元。

本报记者 柳德新 通讯员 黄勇华

在新的起点上， 湖南正在进一步
扩大开放、 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 这
对海关提出了新任务 、 新要求 。 在9
月23日举行的长沙海关支持湖南进一
步扩大开放十项措施新闻发布会上 ，
长沙海关关长李文健接受了记者采
访。 他表示： “长沙海关将进一步解
放思想， 增强主动作为意识， 创新服
务理念和方式 ， 服务大局 、 服务湖
南、 服务企业、 服务民众。”

“十一五” 期间， 我省进出口总
额年均增长 19.5% ， 高于GDP增速 。
但在湖南经济 “三驾马车” 中， 外贸
还是一块短板， 外贸依存度一直徘徊
在7%左右， 远低于全国50%的平均水
平 。 今年6月新任长沙海关关长后 ，
李文健跑遍了全省各个市州， 开展调
研分析。 他认为， 湖南开放型经济发
展潜力很大 ， 也面临着诸多有利条
件： 国际经济结构调整， 新兴市场较
快增长； 宏观政策导向营造良好发展

环境， 湖南经济发展呈现又好又快势
头； 省内区域经济发展与七大战略性
新兴产业布局相互促进； 承接产业转
移结硕果， 富士康等大型企业入驻湖
南。

“支持湖南进一步扩大开放、 加
快发展开放型经济， 海关大有可为。”
李文健说， 长沙海关以支持和服务湖
南 “四化两型” 建设、 加快发展开放
型经济为重心， 以落实海关总署和湖
南省合作备忘录和9月23日发布的支
持湖南进一步扩大开放十项措施为抓
手， 全力服务湖南扩大开放大局。

把关服务促开放。 李文健透露，长
沙海关近期将重点抓好以下几项工
作：一是加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建设。
对已经获批的长沙金霞保税物流中心
和郴州出口加工区， 进一步加强指导
和服务，充分发挥其政策平台作用；支
持加快做好衡阳出口加工区申报工
作，为富士康等重点企业、重大项目做
好服务，为湖南省招商引资、承接沿海
产业转移创造良好条件。 二是进一步

优化通关环境。 深化海关通关作业制
度改革，大力推进分类通关改革，让省
内信誉好的重点企业最大限度享受海
关便捷通关服务。 深化区域海关合作，
与长江流域上海、武汉、重庆等海关联
动， 做好进出口货物中转监管的配合
工作，促进做大城陵矶新港业务，推动
临港新区建设。 争取年内全部开通国
际航线国内段业务， 为将长沙空港打
造成中西部枢纽港创造条件。 支持做
大长沙国际邮件互换局兼交换站的进
出境邮件业务。 三是加快海关机构建
设。 力争年底前张家界海关开关运行，
抓紧启动金霞海关的筹备和建设 ，支
持做好永州海关的申报工作。 四是大
力服务企业做大做强。 深化关企合作，
与省内重点、 大型企业签订合作备忘
录，建立跟踪和个性化服务制度，及时
帮助解决实际困难。 大力加强法律法
规和海关政策宣传， 帮助企业用好用
足国家各项优惠政策， 引导企业诚信
守法经营，支持企业培育自主品牌。 培
植更多企业成为AA类和A类企业 ，享
受“属地申报 、口岸验放 ”等便利通关
服务。 五是积极维护湖南正常的贸易
秩序和社会稳定， 进一步发挥好海关
在打击走私、 知识产权保护、 扫黄打
非、反恐维稳等方面的作用。

品种改良推动结构调整

湖南柑橘迈向百亿产业
初步形成鲜食、制罐、榨汁3大柑橘产业带

贯彻落实一号文件 促进水利改革发展

水利系统阳光招标第一“摇”
洞庭湖治理项目率先采用“合理定价评审抽取法”招标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反走私
去年以来， 长沙海关承接协查190余起，

请求协查90余起， 联手打私成效显著

把关服务促开放
———访长沙海关关长李文健

本报9月27日讯（记者 唐爱平）省
政府驻深圳办事处、深圳市湖南商会，
充分利用办事处和商会两个平台 ，推
进招商引资工作，效果显著。 据统计，
最近5年，该办事处和深圳市湖南商会
共引进知名企业30多家， 项目合同资
金170多亿元。 特别是与地方政府一起
合作建设的“衡阳深圳工业园”、“浏阳
9+2”科技园已经成为承接沿海产业转
移的新洼地。 富士康、深圳中航集团等
一批战略投资者先后落户三湘。

近几年， 省政府驻深圳办事处、深
圳市湖南商会， 积极发挥驻外窗口优
势，把招商引资摆在首位，招商工作实
现新的突破。 他们一方面积极协助益
阳、衡阳、湘潭、永州等市州在深圳举办
承接产业转移招商推介会；一方面积极
组织深圳湖南商会会员和在深知名企
业回湘考察投资，分别对衡阳市、永州
市、邵阳市、长沙县、宁乡县、安乡县等
地考察，促成了相当一部分会员企业与
当地政府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

去年6月以来，省政府驻深圳办事
处和深圳市湖南商会积极协助省政
府做好引进富士康的有关工作。 工作

人员在参与富士康危机处理过程中 ，
以真情换友情，化危机为商机，审时度
势，穿针引线，举全部力量 ，投入到招
商富士康的工作中。 经过该办与我省
相关部门6个多月来的艰苦努力，去年
12月8日富士康与我省正式签订了合
作框架协议 ，12月20日富士康正式进
驻衡阳（深圳）工业园。

省政府驻深圳办事处主任、 深圳
市湖南商会会长廖克勤介绍， 这些年
他们还与地方政府共同行动， 推动深
圳中信集团、中兴通讯、比亚迪等一大
批深圳大型企业在湘投资兴业， 为湖
南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注入了新血液。

党建促富矿山乡
本报9月27日讯 （通讯员 周澜

欧阳雪梅 罗卫中 ）近年来 ，冷水江
市矿山乡党委坚持抓好党的建设 ，
走出了一条“围绕经济抓党建，抓好
党建促经济”的发展之路。 最近，该
乡被授予全省“安全生产示范乡镇”
称号。

围绕经济抓党建。 矿山乡以党
代会常任制试点乡镇为契机， 试行
了党代会年会制度、 党代表小组活
动制度、党代表联系党员群众制度，
加强民主议事、 民主管理、 民主决
策、民主监督。 坚持用制度管人、用
制度管事， 每名干部每月下村联系
群众次数至少在8次以上，群众满意
度大幅提高。

抓好党建促经济。 全乡今年组
织各种培训12期， 培训522人次，结
合大走访活动推行 “个案包干负责
制”，限期解决群众困难。 在乡党委
帮助下， 高峰村2000余亩山林实行
规模化、集约化种植。 矿山乡党委书
记彭炼红介绍， 矿山乡生产总值由
2005年的2.69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
5.41亿元 ，年均增长15%；农民人均
年收入由 2005年的 2584元增加到
4153元，年均增长11.2%。

发挥窗口优势 致力招商引资

深圳湖南商会5年引资170多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