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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8月2日讯 （记者 周俊 通讯员 邹希汉）7
月27日，新化县金凤乡铁炉村举行首届柰李节，当天共
销售柰李3000余公斤。种植户刘志兵笑呵呵地说：“搭帮
镇里统一规划，否则很多果子只能烂在树上。”

铁炉村是典型的偏远高寒山区， 距新化县城有3个
小时车程。这里种植柰李已有20多年历史，产出的铁炉
柰李皮薄肉厚、果脆核小，富含硒元素。因交通不便，这
里的柰李藏在深山无人知。

该村建立了老婆山水果种植专业合作社并成立肖
公坳柰李基地，实施统一规范化管养；引导农户引进优
质品种，推广先进农业技术，实现了产品品质和种植技
术的同步提升，打造出地域品牌；引进“互联网+”营销模
式，利用农村淘宝、乡镇物流配送、农产品O2O电子商务
平台，打通产品销售渠道。

“同样是种柰李，以前只能‘望李无奈’；现在，种在山
上有游客来摘，还可以全国发货，土疙瘩变成了金果果，
村里也焕发出新的生机。”铁炉村支书刘新湘说。

高山果农不再“望李无奈”

湖南日报8月2日讯（记者 戴鹏 通
讯员 罗颖）“炎陵黄桃广告上了央视，让
大家对发展黄桃产业信心更足了。”今
天，记者从炎陵县委宣传部获悉，从6月
3日起， 中央电视台在“国家品牌计
划———广告精准扶贫”栏目推出“炎陵黄
桃”，进一步提升了“炎陵黄桃”品牌影响
力。今年,炎陵县黄桃销售空前火爆，至7
月31日，全县已销售黄桃1.4万吨。炎陵
黄桃还首次走出国门，出口新加坡、阿联
酋等地。

炎陵黄桃以靓、脆、香、甜闻名遐迩，
入选“湖南十大农业（区域公用）品牌”。
但以往炎陵黄桃销售主要集中在省内。
央视推出炎陵黄桃广告后， 进一步打开
了炎陵黄桃的销售市场。7月9日起，中
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中国之声、经济之声、
交通广播3个频道开始播出炎陵黄桃广
告。

央视、央广强力聚焦，提升了“炎陵
黄桃”的品牌影响力。7月13日，炎陵县在
广州举办“炎陵黄桃·两情湘粤”发布会，
当天就收到生鲜水果供应商50万公斤
订单。7月19日，炎陵黄桃出口新加坡，实
现出口“零突破”；29日出口阿联酋。

据介绍， 今年炎陵县黄桃种植面积
5.1万亩，挂果2.2万亩，预计可实现综合
产值5.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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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8月2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黄友华 秦璇）7月31日， 郴州丰
越环保公司负责人透露， 该公司和国大
有色合作拟在柬埔寨投资建设柬中金属
材料产业园项目，已完成了“走出去”核
准备案并拿到了许可证书。 该项目总投
资17亿多元， 是我省首个国外有色金属
产业园项目。据介绍,今年来，郴州外向
型企业“走出去”继续保持快速步伐，高

斯贝尔、 郴州富贵缘通等纷纷获批在境
外投资， 上半年全市新增获批企业境外
投资2.8亿美元，同比增长85.2％。

为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 郴州近年
来注重“内外并举”。一方面引进外商在
郴州境内投资， 连续多年实际利用外资
据全省前列；另一方面，抢抓“一带一路”
倡议契机，引导境内企业“走出去”，抢抓
国际商机。目前，该市办理外向型企业名

录登记460家，其中,外商在郴州境内投资
企业54家、境内企业“走出去”406家。

近年来，国际经济环境复杂多变，出口
呈现放缓势头。但郴州市通过因势利导，精
准施策，提振企业“走出去”的信心。比如，
通过开展“外向型经济服务年”等活动，完
善综合保税区、公路口岸、铁海联运、海关
等开放平台功能建设， 全面提档升级外向
型经济服务水平；及时出台政策和措施，扶

持外向型企业发展等。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在该市众多外向

型企业发展带动下， 全市实现进出口总额
22亿美元，同比增长45%。

湖南日报8月2日讯（记者 田育才）
8月1日，张家界经开区久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五倍子单宁酸生产车间， 工人们
在不停地忙碌。“海外市场需求大， 订单
已排到9月份。” 公司负责人吴海锟高兴
地说， 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出口477万
美元，同比增长104.83%。像久瑞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这样以出口为主的企业，张
家界市已有16家。据统计，今年上半年，

张家界市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3.5亿元
人民币，增长49.3%，增幅居全省第3位。

今年以来， 张家界大力发展开放型
经济，出台一系列优惠鼓励措施，奖补进
出口企业，为外贸企业保驾护航。对有利
于扩大企业出口的项目，在技术改造、设
施更新和产品创新上予以支持； 支持企
业参加境外和重点境内展， 开拓国际市
场，提高企业出口创汇能力；利用园区外

贸服务中心平台， 为企业提供外贸业务全
流程服务，包括资质代办、通关、物流、市场
开拓、外贸谈判、结汇退税、融资服务，帮助
企业实现外贸业务倍增。

同时，该市大力推动开放崛起“五大对
接行动”落地，精准对接世界500强等，在
前不久举行的“湖南———长三角经贸合作
洽谈周”活动中，成功签约项目13个，签约
总额达182.5亿元。该市还鼓励在张家界落

户的外来投资商增资扩股， 实际利用外资
6295万美元，增速达1187.3%，居全省第1
位。 张家界宁邦置业有限公司到位外资
3391万美元，慈利县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到位外资2843万美元。该市还依托
对外劳务合作服务中心， 邀请长沙明兆实
业、询真工贸，株洲红海等劳务派遣公司，
举行3大场出国劳务招聘对接推介活动，成
功应聘海外的人员达600多人。

湖南日报8月2日讯（记者 王文 通讯员 郭婷）长沙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与长沙市公安局近日联合下发《关
于开展打击非法中介违规提取住房公积金工作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严厉打击非法中介违规提取住房公
积金等行为。

《通知》要求，进一步规范住房公积金提取业务，认真
组织开展治理违规提取住房公积金工作， 全面整治非法
中介违规提取住房公积金等行为， 严格审核住房消费行
为和证明材料的真实性， 在业务办理过程中发现有涉嫌
伪造、变造及使用伪造、变造的购房合同、发票、不动产权
证书、结婚证、国家机关证件、印章等违法犯罪的，应妥善
保存虚假提取资料，及时移交属地公安部门。

截至目前， 长沙市共有130万名住房公积金缴存职
工。截至6月底，全市累计归集总额675.18亿元，累计提取
公积金318.71亿元。

湖南日报8月2日讯（见习记者
陈新）长沙市人社局近日透露，长沙
市已全面完成了企业退休人员养老
金调整工作， 调整后全市月人均养
老金达2609元，人均增加134元，市
本级月人均养老金达2767元。本次
调整政策惠及32万企业退休人员，
其中市本级24.4万人。 根据统一部
署， 长沙市从今年1月1日起，为
2017年12月31日前已按规定办理
退休手续并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
退休人员（含退职人员）调整增加基
本养老金。

湖南日报8月2日讯（记者 田育
才 通讯员 符晓）7月31日上午9时，
桑植县行政中心会议大厅气氛热
烈。 随着湖南湘丰桑植白茶公司与
神农茶都文化产业园成功签约，来
自省市县70多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和县级特色企业相继与92个贫困
村成功签约，发展产业项目，助力脱
贫攻坚。通过签约，贫困村依托企业
在市场、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
建立产业链，提升产业组织化程度，
从而形成“企业+合作组织+农户”
的利益联结机制，实现互利共赢。

湖南日报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杨丁香

漫山遍野的桃树、李树、茶树和橘子
树，熟透了的水蜜桃点缀在桃林间，橘子
树被累累果实压弯了腰。 蜿蜒曲折的沥
青路，将果园与房舍串连,家家户户的现
代小庭院“长”在一片翠绿中……

7月下旬，记者走进江华瑶族自治县
桥市乡野猪桥村， 仿佛置身于一幅果蔬
飘香的美丽画图中。

村名野猪桥， 是因为以前村里常常
野猪出没且偏僻贫穷。直到几年前，野猪
桥村还因为交通不便、干旱等，一直是大
瑶山有名的贫困村。2014年,野猪桥村有
建档立卡贫困户86户332人。

精准扶贫春风吹来，短短几年，野猪
桥村“山乡巨变”，去年村民人均收入达

3480元，摘掉了“贫困帽”。
走在村里洁净的沥青路上，村支书陈

智红聊起村里的新变迁。“首先得益于搞
产业开发， 村里开发了优质桃园1750亩，
仅此一项村民年人均增收入400元， 村民
有分红，务工还有工资收入；其次，得益于
基础设施建设，修通了17公里村道、产业
通道。”陈智红介绍，现在村里不仅道路四
通八达，还修建了两座小二型水库，解决
了农田用水，家家户户用上了自来水。

“要脱贫，必须发展产业！”陈智红深
有感触地说。

2014年，黑土地生态农业公司的老
板李华庭，来村里考察，看中了村里的大
片荒山，决定在这里发展水蜜桃。当年11
月，1700多亩的租赁合同就到了李华庭
手里。很快，开荒起垄，荒地全部种上了

水蜜桃。
桃花盛开了。 从2017年春天开始，野

猪桥村先后成功举办了两届桃花节， 接待
赏花游客近3万人次。赏花时节，村里家家
户户座上客满，吃好玩好之后，客人把村里
的土鸡土鸭土花生,甚至蔬菜、咸菜都搜罗
买走了。客人一多，还把村里的名胜古迹也
挖掘了出来，潇贺古道、古凉亭、古树等都
成了野猪桥村的招牌旅游资源。除了桃花，
村里还有几百亩苦茶和沃柑等经济作物。
赏花游、采摘游成为村里的一大景观。

现在的野猪桥村， 不仅基础设施大为
改善，还安装了太阳能，进出口要道安装了
摄像头，建起了高标准自动焚烧垃圾池，建
设了远程教育室、图书室、卫生室，一个秀
美乡村、文明村风、富裕幸福的小康村已经
初具雏形。

湖南日报8月2日讯 （通讯员 向民
贵 张建辉）近日，泸溪县武溪镇五里洲
村贫困户曾令红领到金昊新材料有限责
任公司第一月工资4500元，他十分高兴
在家门口的企业实现了就业。

为聚集“两新”组织合力，加速脱贫
攻坚，泸溪县实施“企村结对”方式，拓展
精准脱贫新路径，该县180家“两新”组

织采取“对口帮扶、组团帮扶”的方式，与
93个贫困村“联姻”并肩作战攻坚脱贫，
优先保障贫困村的建档立卡户进入企业
务工，实现“就业一人，脱贫一家”。全县
11家非公党建示范企业先后出资110多
万元，帮助贫困村修建人饮工程11处，硬
化村间道路37公里， 帮助改善贫困村基
础设施。

工业反哺农业。该县推行“两新”龙头
企业联系深度贫困村制度， 以企业发展同
步带动贫困村脱贫，培育壮大乡村产业，先
后在潭溪镇、 浦市镇等建设百亩现代特色
农业园4个，与530余户贫困户构建利益联
结机制，带动2600多户贫困户增收甩掉穷
帽，人均收入达1.18万元，使贫困群众搭上
了直通小康快车。

8月1日，隆回县金石桥镇生态猕猴桃产业园，种植户给果实套果袋。2014年，该镇流转土地500亩，进行优质猕猴桃集中培育及
栽种，并带动和帮助120户贫困户参加种植。去年开始，果树进入丰产期，种植猕猴桃的贫困户每人每月可收入2000余元。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贺上升 摄影报道

外向型经济活力迸发
上半年进出口总额22亿美元，同比增长45%

发展开放型经济 为外贸企业护航

外贸进出口额大增长

硕果满枝人欢笑

“野猪桥”的新变迁

泸溪“两新”组织“联姻”贫困村
形成工业反哺农业良好态势

乡村振兴纪实

长沙严打非法中介
违规提取住房公积金

湖南日报8月2日讯 （见习记者 李孟河 通讯员 杨
帆）在8月1日举行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济南）旅游
推介会上， 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表演把济南市民带入了
“神秘湘西”的醉美画卷中。带着回馈济南市对口帮扶自
治州的深情厚谊，自治州向济南市民送上旅游优惠“大礼
包”， 包括27个景区门票全免、12个景区门票半价等优惠
政策，为进一步唱响“神秘湘西”旅游品牌增色添彩。

据自治州旅游部门负责人介绍， 从今年8月1日至
2020年12月31日，凡济南籍游客到自治州旅游，可凭本
人身份证享受所有国家等级旅游景区优惠。2016年10
月， 济南市按照党中央、 国务院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
署，与自治州建立了扶贫协作关系。两地党委、政府加强
组织领导，各区县和相关部门积极协作，社会组织、企业
家、爱心人士广泛参与，在全域旅游创建、乡村旅游发展、
产业扶贫、宣传营销、人才培养方面开展全方位合作，积
极打造“互利共赢、精准脱贫”的“济南·湘西”旅游产业扶
贫新模式。

自治州向济南市民
派发“大礼包”

湖南日报8月2日讯（记者 姜鸿丽 见习记者 苟立锋
通讯员 黄科 印俊闻）“我叔叔这次住院花费3200多元，
自己只出了200多元，‘一站式’结算不仅让我们少跑路，
实际报销比例也高了。”昨天，常德市启动健康扶贫“一站
式”结算，该市武陵区东江街道贫困患者沈云广成为首个
受益者， 其侄儿在常德市第三人民医院窗口帮他一次办
好了所有结算手续。

为切实提高贫困群众医疗保障水平，减轻医疗负担，
方便就医结算，常德市首期归集医保、卫计、民政、财政、
扶贫、商业保险等多方资金3431.81万元，加快推行健康
扶贫“一站式”结算。今后，该市贫困人口住院医疗费用可
在医院结算窗口凭一张单子一次结算， 享受到各项医疗
扶助政策待遇，实际报销比例达到了90%。此举将惠及该
市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低保人员、特困人员、社会保障兜
底对象、贫困残疾人等共计40多万人。

常德启动
健康扶贫“一站式”结算

央媒助力
提升品牌影响力
炎陵黄桃销售已破1.4万吨

桑植：
企业与贫困村签约“攻坚”

长沙：
企退人员养老金上调

新闻集装

张家界

郴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