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 9月 13日讯 （记者
彭 雅惠 易禹琳 郑逸欢 ）“常德的
水+张家界的山+湘西凤凰的古城”
将成为湖南旅游“新名片”。12日，常

德、张家界、自治州三市州在2015
年中国湖南国际旅游节开幕式上结
成联盟， 共同打造湖南旅游“金三
角”， 希望成为我省旅游新的增长

极。
常德旅游局负责人告诉记

者， 结盟后， 三市州将联合打造
在张家界看山、 常德玩水、 凤凰
古城怀旧的黄金三角旅游区，推
出新的旅游线路和系列相关旅游
产品， 形成国际知名的旅游目的
地。

常德、张家界、自治州结成联盟

打造湖南旅游“金三角”

（上接1版②）
要致富， 先修路。 没有一条好

路，村里农产品销不出去，村外的投
资也进不来。2004年，村里筹资，修
了一条长10公里、 宽7米的环村水
泥公路。从立项、设计、征地到施工、
验收，黄秀佳事无巨细,亲力亲为。

修建了怀化首个现代化村部综
合大楼，农家书屋、文体活动室、卫
生室等一应俱全；维修、新建了农田
水利设施、防洪景观大道，对村内8
条主干道和通组公路进行了硬化，
彻底改变了村里面貌。

“修路、修渠、建学校……黄秀
佳个人垫资200多万元。”谈起黄秀

佳，彭开勇竖起大拇指称赞：村里变
化快， 就是有了这个一心为乡亲的
“能人支书”。

村民腰包鼓，
发展产业是根本

“要让村民富起来，发展产业是根
本。”黄秀佳说，近年来，他们根据村
情，确定了以农家休闲、花卉苗木和特
色果蔬为全村产业结构调整方向。

调结构先要开阔村民视野。村
党支部委员陈陪陆介绍， 他们采取

“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组织党员
和种养殖户到省内外参观学习。

目前，双村村形成了蔬菜种植、
特色葡萄、花卉苗木、休闲旅游4大
产业。 全村共发展特色葡萄种植
500多亩、花卉苗木400多亩、蔬菜
500多亩。 全村种养专业户达50多
户，99%的村民通过发展特色农业
脱贫致富。

徜徉在双村佳麓山庄， 见庄内
植被丰富、环境幽雅、山清水秀、鸟
语花香。

“依托城郊优势，建立生态休闲
度假基地。”黄秀佳说，2007年，村里
引进怀化市佳丽农业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启动了面积860余亩的佳麓农
业生态旅游观光休闲山庄建设。目
前， 有200多名村民在山庄上班，村
民生产的农产品主要销售到山庄。

穷村是怎么富起来的

责任编辑 李茁 版式编辑 周双

经 济2015年9月14日 星期一4

! ! "# "#$% &'()*+
,- $ ./012345 6+78
9:;()<=>?@ABCDEF
GHI%(JKLMNOFGPQR
OST5UVW02XFG5YZ[\
]45FG^_`5abcdefg
h(JViP(J2XE

"#%&j %"!5 &'(J*kl
4mnE opjb5(J*kq6rC
sWq6tuvwxyHz{eE"#%'
j|5 }~&'����h(J��
�������5 ����@W���
��ST������6���5��
&'<�W� �D¡¢¡£¤E

"#%' j5(J*+U¥¦§W¨
V©ª5«scFG9¬z®¯ 
°�±�²�³´eE ´eµ¶;

"#%( j·u¸¹´eFG5º»5¼
½¾¿ÀW���W�zWÁD=PÂ
ÃÄÅÆ;0ÇÈ*Éh�Ê#E

ÁÁ0ÇË�Ì&'Í6R�
Î�0��5ÏÐÑ; ) jÒÓÔ6r
ÕÁÁ0ÇË�Ö×�hØ�Ù5Ú
ÕÛÜ¬zÝÞßàÖ×�há
âÙ5fãäåæ&'çlÈh¸â
ÙEèéêc0ëÂÃÈWìíîïW
ÁÁ0ðñ��W òóôõö=ÈW
ìí¼½¿ÀW)$ ���hÇË�
÷øùúû5;ØüÈ�Ù�5ý÷
þÿÖ!d�¡"#$h�¡%&E

ÇË�´eFGtÖ ) 'l(5
¶) ) jFuE *j#+j5ÁÁ0
%# (,-./sOÆ 0012´
e�;l3´e456h785µ¶

*j|5Ä·u9�:4WÆ´�©
'4;E

´e<�=5;>?ÈÄ@Ææ
6AB Ö %# (,-.W C0 &#
.h/sOÆ 00D2E5èFG
ÄuÖHìB �HI9W/sOI
iI0hñ�JE5uÖ0ÇÈÇh
�KE Fu=5µ¶�¡´ejLM
N; %) OPÕ#5 ÄdQRSv¡
T0 " (UrE

VW9�¡hXÄ�Y5Çhz
�KZ[5\]Ä^¨_hz
`abP/cbE èdehÄb56
f6gW��hih(J*+WÁÁ
0ÇË�5GÄjVuÖ&'���
�Wkl��Õ°²Â��5mnW
&'ohpÏÛqE

!"#$%&'()!!""

*+#,-.$%/0&!"1#234
!" #$% ! ! ! ! " ! #" "# $# "$%&'()

*+,-./0$ &1(*2345
6789:;<=0>?@A(*B
CDEFG HIJ&1BEF@A(
KLM.NO781P(*QRST

U+VWX%&1(*,-.Y
Z1[\>@A(*LM.]^_
`Xa`ObcXa`defg(L
.T$%&'h &&!XiJ&1BjF@
A(KLM.O781P(KQk
lRSXmnopdqrs ( tuv
wxT <yX781P(Kzke{
x.>|}R~�X������a
a�1��x.��������

��XfJLM.x���� )
tu���XJyX��N����
�� ¡ * ��¢x£¤-�¥¦
§�X¨©ª«¢¬ $%% u�xX
®e¯°�±²°�4 ¡�4³´

µ¶·µ¸¹º»�4¼½�4¾¿
�±��ÀÁ�Âx�X��·Ã *
¢Ä·ÃÅªÆ +%% u·ÃÇÈx
É� 789:ÊËÌ«&ÍÎÏÐ±
HIJ&1EF@A(KLM.Ñ
Ò.ÓÔEÕ|Ö×ØX ÙÚLM
.xÄ�ÛÜÝÞßàáÄxª
«X� #$%,T �sâXx.ãäåN
RS&1����æçè.± 56
éê°ë9:Îì.íîï¾ðT
ñòÉóôtõöX ÷ø�ùúû
üG±óýþøX�ÿ°!G¾ðXÅª
"hN.qr#$>v©%Ç&T

��a'Z%�(K()ú
�X(K��*+,O-./01X
(K.¶±¶�2±34�5678
�9T LM.ãäX781PN&á
6:;<��± =>?@1PA�
��±BCD�E±FGúHI°ë

K+��± JKúLM(K��í
1NOú��(K��úPQiX
;�&1(K����RS&T
xT 781PÑSÎÏÐU(1VX
eN(L.WXáea�(K¶�
bYZ[4± ÷¶�\>]-^_
`�aT ÙgLM.Nb91N¢
@A(Kcd·Ã±ct·eX78
1PNáe&1(K��f^g�
h±�/÷±ij<±l´àk>�
l2�mnoX áepq÷1>1
P2(K�r�±stu3Àÿ�±
ùv�`wU&Í± xyz{ò=
T|&ÍíT

£}��~¼X (L.OEF
>álR~X N^�òð781P
(Kz[�÷1�#÷�@A(K
��W��>��X ñN���1
@A(K��.xµ�¦X [�É
56.xÏ�µ��X ��qr�
t�·Ã�± Ï����ú>(�
v�X�ò��Ï��ET

!!"#" #$%&'#

!"#$%&'()*+,-./
!"#$%&'()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蒋哲 张曲） 支持开放型经
济，金融正在发力。今天，记者从进
出口银行湖南省分行获悉， 该行大
力支持湖南开放型经济发展， 信用
总量快速提升。截至8月末，该行表
内外信用总量突破500亿元， 达526
亿元。

作为国家政策性银行， 该行始
终秉承“湖南开放发展需要进出口

银行， 进出口银行服务湖南发展开
放”的理念，全力支持湖南外向型经
济发展，先后支持了湖南有色、中联
重科、华菱集团、三一重工、中车时
代电气、 阳光凯迪等一大批具有重
大影响的“走出去”项目。成立8年多
来，该行累计投放近900亿元支持湖
南外向型经济发展。 截至8月末，分
行外币贷款余额达20.19亿美元，在
湖南省金融机构中名列第一。

该行立足湖南“一带一部”区位
优势， 积极推动长江经济带建设和
“一带一路” 战略在湘落地生根，大
力支持高速公路、铁路、轨道交通等
基础设施建设， 助力湖南打造长江
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网络； 支持三
一重工、新华联石油、华菱衡钢等重
点企业进出口贸易， 为中车时代电
气收购英国SMD公司、 湖南建工集
团承建斯里兰卡公路和桥梁工程提

供信贷支持； 为城陵矶临港产业新
区、 湘潭综合保税区等产业园区提
供金融服务。截至2015年8月，该行
审批“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建设
相关项目累计金额达142.8亿元、发
放贷款100.26亿元。

进出口银行湖南省分行行长王
一兵表示， 将继续加大对重点基础
设施建设、重点企业的信贷投放，支
持湖南开放型经济发展。

新能源湘企
加快“走出去”

湖南日报 9月 13日讯 （记者
周月桂） 我省新能源产业不断发展
壮大，新能源企业“走出去”的步伐
加快。近日，省商务厅在长沙举行新
能源产业对接会，27名发展中国家
能源官员出席， 与我省新能源重点
企业进行了专题对接。

近年来， 我省新能源产业不
断发展壮大， 形成了以中南勘测
设计规划研究院、中电科技48所、
湘电集团、 南车时代等为代表的
一批新能源核心骨干企业， 风电
装备、太阳能综合利用、光伏装备
制造等技术处于国内甚至国际领
先水平。新能源湘企“走出去”的
步伐也明显加快， 中国电建集团
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先
后在埃及、苏丹、毛里塔尼亚、中
非、喀麦隆、布隆迪、哈萨克斯坦
等国家， 开展了10余个新能源国
际合作项目； 湖南月儿太阳能公
司与尼泊尔国家电力局签订了合
作协议。

据介绍，参会的27名能源官员
来自牙买加、巴拿马、津巴布韦、尼
日利亚、加纳、南非等12个发展中
国家。

永清环保技术创新
再获重大突破
两项新成果达国内

领先水平
湖南日报9月 13日 讯 （记 者

胡信松 通讯员 邹晔 ）日前，湖南
永清环保研究院自主研发的“制
革废液中铬（Ⅲ）的资源化处理技
术”、“废水中铊的高效处理技术”
顺利通过了湖南省科学技术成果
评价，并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此次成果评价由国家科技成
果评价试点机构———湖南省技术
产权交易所组织， 并邀请了湖南
大学、中南大学、中南林业科技大
学、 湖南省环科院等单位的知名
环保专家对项目进行评审。

评价专家委员会一致认为：由
湖南永清环保研究院和永清水务
有限公司完成的“制革废液中铬
（Ⅲ）的资源化处理技术”，开发了
“碱解-酸溶-萃取-反萃取”工艺，
排水中铬含量达到限值标准，污泥
减量90%，污泥中铬含量达到填埋
限值标准， 实现了铬盐的循环利
用；“废水中铊的高效处理技术”针
对高浓度含铊废水开发了“强氧化
-沉淀-还原-高性能吸附”工艺和
装置， 实现了废水中铊的深度处
理。两个项目在技术应用方面均达
到国内领先水平，建议加快推广应
用。

湖南进出口银行信用总量达526亿元
将继续加大对湖南重点基础设施建设、重点企业的信贷投放

安全生产曝光台
———省安委会 湖南日报举办

省安责险防灾防损办协办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记者 奉永成）
长沙经开区、宁乡经开区、金洲新区园
区项目安全监督体制不顺， 存在监管
盲区； 常德市住建局隐患台账无整治
记录， 燃气管道安全监管不到位……
最近， 省安委会通报了我省安全生产
专项督查情况，多家单位被点名曝光。

督查组在湘潭市卫生系统检查时
发现， 湘潭市卫计委虽然对辖区医院
负责人进行了安全生产谈心对话，但
该市仁和医院、 第二人民医院并未在
天津“8·12”事故后对安全生产作进一
步部署检查， 两家医院均存在严重的
消防安全隐患。

去年6月份，省安委会在人民银行
自治州中心支行排查时， 发现该单位
消防控制室室内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主
机瘫痪等5个主要安全隐患，建议其马

上整改。此次督查组在检查时，发现该
单位仍未进行整改， 安全隐患存在时
间长达1年零2个月； 邵阳市宝庆工业
集中区医药物流配送工程项目经多次
督办后，虽已停建，但相关手续仍未补
办完成；怀化市沅陵县8家地下矿山尚
有6家未完成整改，该县16家露天矿山
中仅2家实行了分台阶开采；怀化市溆
浦县城中农贸市场经营户占道经营严
重， 市场周边既无消防通道又无消防
设施，消防安全隐患十分严重，但相关
部门并未对此进行排查和整改； 益阳
市资阳区桥北市场群人员密集， 火灾
隐患严重，督查组多次提出，并将问题
交办给了当地政府， 但每次都未整改
到位。

对被点名曝光的单位， 省安委办
将书面交办当地政府，责令限期整改。

多家安全隐患严重单位
被点名曝光

人民银行自治州中心支行，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主机
瘫痪一年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记者 曹娴）
“麻辣面筋真的可以不含化学添加
剂？”今天，在中国（长沙）国际食品展
的玉峰食品展位前， 不少现场试吃的
消费者发出这样的疑问。记者看到，该
公司推出的一款领结状的面筋食品。
(俗称“辣条”)。不加糖精、甜蜜素、安赛
蜜、纽甜、阿斯巴甜等甜味剂。

小小一包麻辣面筋食品，因高盐、
高糖、含有众多食品添加剂，一直被视
为“垃圾食品”。但这样的麻辣零食又
为广大青少年所喜爱。如何让“垃圾
食品”变为健康安全食品？作为我省
面筋行业龙头企业，湖南玉峰食品实
业有限公司投资3000多万元建立健

康面筋研发中心， 与武汉轻工大学、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湖南农业大学等
高等院校展开科研合作。 近两年来，
玉峰食品投入科研经费达400多万
元。去年，由玉峰食品承担的“新型面
制休闲食品研究”项目，经中国粮油
学会组织全国食品行业专家鉴定，认
为该项目整体技术达国内先进水平，
安全、健康、营养。

据统计， 全国面制休闲食品产业
年产值已达突破1000亿元， 其中湖南
占1/3以上。“要想摘掉‘垃圾食品’这
顶不光彩帽子， 就要敢于突破行业的
局限，把小产品做成大产业。”玉峰食
品董事长张玉东表示。

“辣条”脱胎换骨
湖南推出新款麻辣面筋食品， 不含任何添加剂，

安全、健康、营养

新常态 新商务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记者 周月桂）
在2015中国（长沙）国际食品展上，由
团省委组织的“创业青年专区”成为
一道独特的风景。这里聚集了20多家
创业青年企业，带来的产品可谓五花
八门：杨梅饮料、“地下核桃”、武冈卤
菜、有机蔬菜、孔雀等等。由省商务
厅、团省委主办的湖南青年创新创业
典型巡回报告会今天也在这里举行。

来自湘潭县射埠镇的青年谭治
中带来的“地下核桃”油莎豆在展会
上受到市民欢迎。这种豆子原产于非
洲，谭治中大学毕业后开始在家乡射

埠镇试种，试种成功后成立了德诚油
莎豆种植专业合作社，带领当地农民
种植了 800多亩 ，2014年实现产值
500多万元， 主要销往台湾地区及柬
埔寨。

同样是返乡创业的大学生段亚元
选择了养孔雀和野鸡。 这次食品展上
带来的是野鸡蛋。 段亚元在城步苗族
自治县西岩镇创建了亚绿特生态养殖
基地，主要从事孔雀、野鸡等养殖，场
地面积近万平方米， 还带动了附近几
个村的养殖业发展。不久前，他的孔雀
观光园也已经落成。

“非洲油莎豆”，湘潭产
青年创业者亮相食品展

9月13日上午，
长沙市高桥物流货
运市场， 工作人员
正在拆除违章广告
牌。 当日， 长沙市
雨花区启动高桥物
流货运市场专项整
治行动。 整治行动
时 间 将 持 续 至 12
月。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杨春光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 （记者 陈淦
璋 通讯员 谢华兴） 传统意义上的楼
市“金九”已至，各开发商纷纷推盘。如
何看待当前市场？近日，由招商银行长
沙分行主办的“地产金融创新论坛”给
出观点：政策利好驱动，区域性市场开
始回暖， 但还不能扭转整个行业仍处
于“去库存关键期”的整体基调，买房
投资仍需谨慎。

本次论坛，万科、华润置地、保利、
碧桂园、恒大、长房等数十家开发商参
会。 招商银行总行战略客户三部徐忠
引用该行数据称，自今年上半年以来，

一二线城市无论是从土地出让、 销售
面积、销售价格、市场信心指数等都有
大幅度提升， 深圳涨势更是显著。不
过， 三四线城市市场情况仍旧波澜不
惊，较为平静。

在央行5次降息及多重政策利好
的刺激下，贷款成本已降至历史最低，
首付门槛也逐步下调， 有利于进一步
推动改善型需求入市。9月份长沙预计
将有50余楼盘入市， 创下今年以来月
度推盘数目的新高。其中，老盘新推占
绝对主流， 还有多个楼盘推出了认筹
优惠。

房企竞相推盘迎“金九”
（上接1版③）
贫困之冰，非一日之寒；破冰之

功，非一春之暖。但只要有信心，黄
土变成金；只要找对路子，发展就能
迈开步子。十八洞村的探索，为全省
提供了样本。

下一步，如何变输血为造血、化
资源为产业，如何提高脱贫率、降低
返贫率，怎样实现不愁吃不愁穿、上
学看病住房有保障， 还要花实实在
在的心思，下实实在在的功夫。

（五）用“身影”指挥人，而不是

用“声音”指挥人。习总书记曾明确
要求 ：“当县委书记要走遍全县各
村，当地市委书记要走遍各乡镇。”

三湘大地， 许多干部履行了这
一条。原浏阳县委书记陈再仁，无论
走到哪儿，都与农民一起犁过田、播
过种、育过秧、挑过粪，被誉为“晒得
最黑”的县委书记；原汝城县委书记
曾春桃，和民工一起搞劳动竞赛，老
百姓评判他“挑土跑得最快”；原邵
阳县委书记刘中心，“穿得最土”却
“把荒山变成了银行，把大地变成了

粮仓，从地下挖出了宝藏，叫江河发
出了电光”。

今天， 许多奋战在改革前沿、基
层一线的领导干部，在深化改革大潮
中迎难而上、 突破发展瓶颈勇于创
新、扎根贫困基层艰苦创业、遇到突
发事件冲锋在前、面对复杂形势敢于
斗争……每一次承诺与践诺，都彰显
着“做发展开路人”的好干部品质。

雁飞千里靠头雁， 船载万斤靠
舵人。

在伟大中国梦的精彩湖南篇章里，
更多的党员领导干部将以行动书写对
党和人民的赤诚。 （执笔：欧阳金雨）

（上接1版①）
记者在遗址现场看到， 宽阔的

护城河、 高大的千年城墙环绕着雄
踞一方的古城，城内有宽阔的大道、

格局超前的古民居、 规模化的陶窑
区、统一规范的墓葬区，城中发掘出
的中国最早祭坛、 最早宫殿类大型
建筑等令人叹为观止。

目前， 城头山古文化遗址公园
正在申报国家4A级景区，试开放期
间将收取门票，票价初步定为60至
80元。

做发展的开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