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荩荩

（上接1版）
潇湘茶业公司与县政府签订协

议，当地贫困户把土地交给村里的种
茶合作社，按人头在新建茶园中占股
份； 公司投入300多万元开设茶厂，
对茶叶基地统一经营。茶园进入丰产
期后， 利润按7∶1∶1∶1分配，即
70%归贫困户所有， 按股份分红；公
司和合作社各占10%的利润； 还留

10%的利润用于茶园培管开支。
如何降低投入、技术等门槛，让

贫困户充分融入产业链？ 潇湘茶业
公司董事长陈德湖告诉记者， 公司
送种苗、送肥料、送技术，贫困户只
要出劳力，家家都能参与。近3年，旺
田村新建2000亩高标准茶园。3年
后茶园全部丰产， 村里的300多名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每年分红逾

140万元，人均4000元，实现长久稳
定脱贫。

旺田村村民梁云秀一家，曾因家
人治病拖累受穷。3年前，村里建起了
茶厂， 优先考虑她和丈夫到茶场做
工，两个人的月工资接近8000元，已
顺利脱贫“摘帽”。梁云秀说，她家的
生活，就好比一杯茶，有苦、有涩、最
后是甘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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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晖

“创新引领 、开放崛起 ”是省第
十一次党代会作出的战略决策 。今
年5月，省委书记杜家毫在永州考察
调研时指出：“永州扩大开放具有得
天独厚的优势，只要思路正确、措施
有力， 一定能够在开放崛起中大有
作为。”省委的战略部署和杜家毫书
记的重要指示为永州今后发展提供
了基本遵循，激励我们在创新引领、
开放崛起的道路上进一步抢抓机
遇、培育动能、赶超崛起。

一、 在把握大势中抢抓
新机遇

当今时代，既是创新的时代，又是
开放的时代。我们将立足市情，顺势而
为、乘势而上，努力在“创新引领、开放
崛起”的征程中走在全省前列。

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永
州处于前沿阵地。永州地处湘粤桂三
省结合部，是湖南直达两广、两南(海
南、大西南)和港澳的主要通道。由于
独特的地缘关系，永州不仅是“一带
一路”的重要腹地，而且是对接粤港
澳大湾区和东盟的前沿阵地、战略要
地。要全面落实“一带一部”、主动融
入“一带一路”，着力打造对接粤港澳
大湾区和东盟的桥头堡。

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永
州拥有独特优势。永州是湖南省四大
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是湖湘文化的源
头。这里生态优势明显，资源相对富
集。随着湘桂复线、洛湛铁路提质改
造和呼南高铁规划建设，永州高铁效
应和区位优势将进一步凸显。这是永
州的潜力所在、优势所在。我们将立
足本地优势和特色，以开放的视野谋
创新、以创新的思路抓开放。

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永
州具备坚实基础。近年来，永州积极
应对新常态， 发展的基础不断夯实，
交通建设、平台建设、产业发展等都
取得了长足进步，经济社会发生了深
度而有品质的变化，经济指标增速打

破了在全省“八九不离十”的旧格局，
基本进入全省第一方阵。这是永州力
争走在前列的底气所在、信心所在。

二、 在创新开放中培育
新动能

创新和开放相辅相成、 相互促
进，于发展而言，如车之双轮 、鸟之
两翼，需大力培育、强力推动。

一是创新体制机制。 充分发挥
制度管根本、 管全局、 管长远的作
用，构建“1+6+X”的综合考核体系，
即综合绩效考核、“六大战役” 考核
以及对应省委省政府关注的重点工
作考核，切实发挥考核 “指挥棒 ”的
作用。出台《关于为敢于担当的干部
担当、 为敢于负责的干部负责的若
干意见》，激发了广大党员干部干事
创业热情。制定《永州市人才引进实
施办法 》， 促成人才集聚 “洼地效
应”。 坚持用体制机制的先行先试，
确保创新开放的久久为功。

二是突出招商引资。 努力扩大
增量， 积极靠大引强， 鼓励创新创
业，形成大项目“顶天立地”、小项目
“铺天盖地 ”的局面 。坚持 “一个项
目， 一套政策， 一个班子， 一抓到
底”，做到“力量向项目集中、干部到
项目历练 、成效用项目检验 ”，真正
把优质资源向优秀项目和优势产业
倾斜，营造项目建设风生水起的“工
地永州”氛围，形成产业聚集融合发
展的“气场永州”景象。

三是力促转型升级。 通过创新
开放， 推动农产品加工、 矿产品加
工、轻纺制鞋等传统产业升级换代。
切实壮大先进装备制造、电子信息、
新能源新材料、 生物医药等战略性
新兴产业。引进战略投资者，积极稳
妥开发旅游资源， 增强服务业对经
济的拉动作用。

三、 在攻坚克难中实现
新崛起

坚持问题导向和底线思维 ，努

力攻克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挑战 。
一是围绕 “一个目标 ”。到 “十三五 ”
末， 基本建立创新性经济新体系和
开放型经济新格局，初步构建“创新
开放新高地、 品质活力新永州”。二
是坚持 “两手齐抓 ”。一手抓改革发
展 ，一手抓社会稳定 ，努力提升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 。三是强化 “三项
保障 ”。强化思想保障 ，努力破解理
想淡化、信念动摇 ，讲求安逸 、斗志
不强，观念陈旧 、不敢创新 ，个人为
重 、事业为轻等方面的问题 。强化
要素保障 ，推动资金 、土地 、知识 、
技术 、信息 、数据等要素向创新和
开放各环节合理流动 。强化环境保
障 ，着力优化政务 、政策 、信用 、法
治环境 ，建设好城市 、园区 、交通 、
通关、物流平台 。四是实现 “四个提
升 ”。 全力提升民生微实事建设速
度， 重点抓好10件惠民实事； 提升
全面深化改革力度 ，确保省委确定
的8大类29大项113小项改革落到实
处 ；提升党建工作水平 ，充分发挥
党建引领作用 ； 提升精准执行能
力，树立凭实绩用干部的选人用人
导向 。五是实施 “五大行动 ”。实施
走进500强链接大产业行动 、 融入
“新丝路”拓展大合作行动 、构筑大
通关提升大平台行动 、依托 “大永
商 ”推进大招商行动 、对接 “北上
广 ”优化大环境行动 ，形成全方位
开放格局 。六是打好 “六大战役 ”。
补齐经济社会发展短板 ，着力打好
脱贫攻坚、城镇提质 、旅游升温 、交
通提速、环境治理 、园区升级 “六大
战役 ”，围绕 “六大战役 ”铺排660个
重点项目，发展来势良好 。上半年 ，
全市17项经济指标增速有15项进入
全省前列。

求新求变，永州才会成其新；打
开大门，永州才能成其大！我们要在
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齐心协
力，奋勇争先，在“创新引领，开放崛
起”的道路上创造“永州经验”、实现
“永州梦想”。

（作者系中共永州市委书记 、
永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湖南日报记者 黄利飞

2017年上半年，郴州市开放型
经济指标位列全省第一方阵，实现
了“高基数上的高增长，高增量中
的高质量”。

8月17日，郴州市委副书记、市
长刘志仁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郴
州作为湖南向南开放的“桥头堡”
和“南大门”，理应成为全省开放崛
起的“排头兵”，着力打造“开放崛
起从头越，向南开放看郴州”的品
牌。

以产业主导实施开放
崛起战略

“开放崛起，不能只喊口号不
见行动、只谈战略不见产业。”刘志
仁介绍，郴州市着眼新常态下的新
形势，确立了“产业主导、全面发
展”总战略。

招商引资精准务实。郴州市紧
扣有色金属、 精品会展及矿物宝
石、生态绿色、文化旅游、石墨及新
材料五大重点产业，全面对接世界
500强、国内500强、民企500强和
有色金属全球10强企业，每年针对
五大重点产业组织产业链招商活

动，重点引进钨、锡、铋、白银等有
色金属以及石墨、萤石等精深加工
企业。

积极发展新兴产业。 刘志仁
介绍，2017年1至6月， 郴州市医
药制造、 通信和电子设备制造等
新兴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4%、
13.8%； 高新技术企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10.2%。通过拥抱大数据、
推进信息化， 推动产业围绕价值
增值纵向延伸、 横向嫁接、 跨界
融合， 创造了新商业模式和新业
态。

刘志仁表示， 郴州作为湖南
“一核三极四带” 区域发展战略中
的重要“一极”，将以更加开放的姿
态、理念和举措，努力成为全省开
放崛起的重要“增长极”。

既要开放崛起又要
蓝天碧水

2016年，郴州市实际利用外资
总量连续第5年位居全省第二；今
年上半年，郴州市完成外贸进出口
总 额 15.38 亿 美 元 ， 同 比 增 长
92.4%，总量位居全省第三。

与此同时，郴州去年及今年上
半年的空气质量优良率，皆位居全

省之首。
“郴州既要开放崛起，又要蓝

天碧水。”刘志仁称，扩大开放、引
进项目、发展经济，决不以牺牲生
态环境为代价。郴州坚持生态建设
产业化、产业发展生态化，把生态
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构建发
达的生态产业体系。

刘志仁介绍，一方面，郴州大
力发展新能源汽车、 光伏发电、
风力发电等新能源产业。 引进了
沃特玛新能源汽车、 光伏超级领
跑者等重大项目， 全市新能源项
目并网装机规模突破 100万千
瓦。

另一方面， 郴州启动了“蓝
天”“碧水”“净土”“绿化”工程。建
成12家机动车排气检测机构，完
成110个重金属污染治理项目，大
力开展湘江流域退耕还林还湿试
点工作。

刘志仁称，打造“开放崛起从
头越，向南开放看郴州”品牌，是郴
州对外开放的包容姿态，也是一个
自我加压的努力方向，处在改革开
放新阶段的郴州人， 必须树立起

“郴州发展，‘我’的责任”意识，真
抓实干、开拓创新，才能实现跨越
发展。

湖南日报8月23日讯（记者 周
月桂）“汉寿是个典型的农业大县，
我们围绕本地特色农产品做外贸
文章，连续5年获得‘湖南省出口基
地县’‘湖南省外贸强县’等荣誉。”
近日，汉寿县县长车世忠接受“开
放崛起从头越” 采访团采访时，介
绍了该县开放型经济发展成绩。近
年来，汉寿县将生猪、苎麻、藠头、
水产品等本地特色农产品打造成
加工出口拳头产品，推动开放型经
济迈上新台阶。

据介绍，目前，汉寿县具有自

营进出口权的企业累计40家。2016
年，全县实现进出口总额9818万美
元，增长48.6%。汉寿主要出口的产
品有棉麻布（纱）、冻乳猪、甜酸藠
头、洞庭湖大闸蟹、电线管配件等，
产品出口韩国、 非洲、 新加坡、美
国、日本、泰国等国家和地区。汉寿
县华乐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冻乳
猪系列肉类产品深受新加坡市场
青睐， 连续3年占据常德市出口创
汇企业榜首；三建水产公司获得对
台湾出口洞庭湖大闸蟹水产品资
质认证， 今年6月实现了汉寿甲鱼

出境零突破；岩下荣祺食品有限公
司生产甜藠头系列，在日本市场有
30%的市场占有率。

此外，近年来，汉寿县坚持“招
商引资是唯一选择、项目建设是唯
一载体”的发展理念，千方百计招
商引资。去年，该县开展了招商引
资“百日攻坚”和“百日落地”活动，
全县共引进2000万元以上项目73
个、内资63.4亿元、外资7874万美
元。今年上半年，共签约千万元以
上项目30个， 引进内资38.9亿元、
外资5202万美元。

创新开放大家谈

突出创新引领
加快开放崛起

———系列访谈

建设开放崛起的
重要“增长极”

———访郴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刘志仁

资兴：打造绿色数据谷

汉寿：农业大县迈向外贸强县

湖南日报8月23日讯（记者 黄
利飞）今年6月26日，位于郴州资兴
市的东江湖大数据中心正式启用。
已建成使用的一期工程，年销售收
入可达3亿元；项目全部建成后，预
计可实现年产值12亿元以上，年创
税收7500万元以上。

资兴市委书记黄峥嵘表示，资
兴拥有优质的冷水资源、充沛的电
力、天然的生态，且地处湖南对接
粤港澳的前沿，发展绿色节能大数
据产业优势明显。

黄峥嵘介绍，资兴市将以开
放崛起为契机， 优化发展环境，

打造绿色数据谷 ， 引进 10至 20
个大数据中心及 1000家以上互
联网企业，着力将东江湖大数据
产业园打造成湖南最大的数据
集聚区和全国大数据产业示范
基地，助推湖南迈入数据大省行
列。

目前，东江湖大数据产业园已
吸引湖南尚锐信息科技、 湖南电
信、湖南云巢、浪潮集团等企业落
户。 在东江湖大数据产业园外，杉
杉集团、双胞胎集团、旗滨集团等
一批知名企业，亦已在资兴投资建
厂。

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资
兴市签约项目 62个， 合同引资
303.65亿元， 同比增长200%以
上；开放型经济发展势头尤为喜
人，上半年全市完成外贸进出口
总 额 3043 万 美 元 ， 同 比 增 长
557.24%。

黄峥嵘表示，开放崛起是资兴
发展的主战略，今年下半年，资兴
将重点实施招商引资提效、开放平
台提质和开放环境提优三大工程，
力争全年实际利用外资、实际到位
内资、 外贸进出口总额取得新突
破。

8月23日， 涟源市
古塘乡群山金秋梨合作
社， 青年志愿者帮助农
户采梨外销。近期，南华
大学开展暑期“三下乡”
活动， 帮助该合作社采
摘高山金秋梨， 解决了
合作社因青壮年劳动力
不足， 高山金秋梨无法
及时采摘上市的问题。
阳铭君 曹正平 摄影报道

大山深处
乐采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