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4月8日讯（记者 宁奎 通讯员 李远明）4
月4日，黄龙音乐季组委会面向全球发布征集钢琴演
奏选手的招募令，宣布将在21个世界著名景点拍摄
钢琴快闪视频，以此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以21个世界著名景点为背景，70架钢琴用快闪
的形式共同演奏《我爱你中国》，致敬新中国成立70
周年，为祖国献上礼赞和祝福。目前拟定的拍摄地包
括法国卢浮宫、 丹麦哥本哈根、 奥地利维也纳美泉
宫、德国莱比锡大学、中国长城、广州电视塔等中外
著名景点。首发站拍摄地为广州电视塔，拍摄时间为
5月1日至5月8日。

黄龙音乐季诞生于2016年，是为促进中国音乐
艺术的大交流、大发展而专门打造的舞台，每年举办
一届，举办地在拥有“世界溶洞全能冠军”美誉的张
家界黄龙洞景区。2019黄龙音乐季将于7月22日开
幕，分为声乐艺术周及钢琴艺术周两大主题板块。

湖南日报记者 雷鸿涛
通讯员 刘辉霞 李林 张丽珠

漫山桃红春意浓， 最美桃源三月
天。近日，2019年“穿越千年·相遇桃
源” 黔城桃花会在洪江市黔城镇桃源
村千亩桃花园里开幕， 吸引上千名游
客前往踏青赏花。

当天，记者漫步在千亩桃花园里，
只见竞相开放的桃花， 在春日暖阳的
映照下，格外娇艳迷人。慕名而来的游
客穿梭在桃林中，除了赏花拍照，还可
以参与到制作桃花酿和桃花香囊，以
及传统技艺表演、 汉服走秀、 旗袍走
秀、古典舞表演等系列活动中来。

“漫山遍野的桃花，还能变成真金
白银，做梦都想不到。”该村脱贫户詹
训瑶面如灿烂的桃花。 詹训瑶曾是桃

源村建档立卡贫困户， 如今依托种植
黔阳黄桃、办农家乐脱贫致富。去年，
他家收入就有40多万元。

“在桃源村，像詹训瑶一样依靠黄
桃产业脱贫致富的农户就有 60余
户。” 桃源村党支部书记肖化忠介绍，
该村黔阳黄桃种植面积2000余亩，年
产值400余万元， 户均增收3000元以
上，2017年实现整村脱贫。

桃源村曾为省级贫困村， 建档立
卡贫困户曾有130户471人。 过去，由
于交通不畅等原因， 村民种的黄桃卖
不起价，桃花更是无人赏。

2014年，驻村扶贫工作队与村支两
委商议， 决定在改善基础设施条件的同
时，在黔阳黄桃产业上做大“桃文章”，发
展“桃经济”，探索一条农业产业扶贫和
旅游产业相结合的乡村振兴新路子。

近年来， 桃源村建成村级黄桃核
心种植示范基地120亩， 成立了桃之
源村集体合作社， 带动280余户村民
种植黔阳黄桃。同时，逐步配套建设了
黔阳黄桃休闲观光产业园， 初步形成
了农旅融合的扶贫格局。

至去年底，游客中心、停车场、游步
道、观景台等旅游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桃
源村旅游项目正式启动。 该村建设了线
上线下结合的农事体验、观光休闲、农家
乐等旅游项目， 去年接待游客3万余人
次，成为国家级的乡村旅游扶贫示范村。

以“桃”为媒，以节搭台。随着知名
度与美誉度不断提升，桃源村的“桃经
济”富了老百姓。村委会主任唐忠光告
诉记者，桃源村集体经济去年已达8万
余元。到明年桃园进入盛果期，预计将
会有近40万元的集体经济收入。

“桃经济”富了老百姓
———洪江市黔城镇桃源村发展黄桃产业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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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湖南日报4月8日讯（记者 徐德荣 通讯
员 陈翰飞 李小龙）位于衡阳市雁峰区的鑫
山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是当地科技创新
推动“亩均效益” 提升的典型企业之一。今
天，该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在一系列创新
政策激励下， 他们每年至少拿出销售额的
10%投入产品研发。去年，公司年产值大幅
增长，亩均税收较上年提高52.33%。

雁峰区是衡阳市唯一的省级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示范区。 近年来， 该区先后制定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3年实施方案》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和
《引进紧缺型创新型人才暂行办法》 等，并
在衡阳市首推“亩均效益奖”，不断健全与
完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政策环境、 人才队
伍与公共服务平台， 有力推动全区经济发
展从传统的“拼要素、拼资源、拼投入”转向
“靠创新、靠技术、靠人才”。

目前，雁峰区有特变电工、恒飞电缆等
多家上市公司和国内知名企业， 还有衡山

科学城、衡阳综合保税区、雁峰工业集聚
区等多个产业园。同时，拥有5家中小企业
创业基地、1家创新创业孵化基地。 近3年
来，该区累计专利申请800件，专利授权逾
480件， 万人拥有有效发明专利达6.5件，
转移转化科技成果150项。

雁峰区委书记周玉军介绍， 雁峰区还
为企业提供“保姆式”服务，实施县级领导
联点企业制度，建立公示公告、情况收集、
问题处理、反馈督查、建档立卡“五项工作

制度”，用“问题清单制”倒逼各级各部门主
动上门服务。

同时， 雁峰区把优化环境与从严治党、
从严治吏和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相结合，从严
打击搅乱企业发展行为，构建更加规范有序
的经营环境。大力推进“放管服”“最多跑一
次”改革，业务办理总时限压缩了近60%。

通过加快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建
设，去年，雁峰区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贡献
率达60%，居衡阳市前列。

湖南日报4月8日讯 (记者 颜石敦 通
讯员 陈文发 李荟蓉 陈建美)“竹外桃花
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4月初，临武县
舜华鸭业平润养殖基地， 一只只体态玲珑
的鸭子在碧绿的池塘里嬉戏，悠扬、高亢的
嘎嘎声响彻山谷。

临武鸭又称勾嘴鸭， 属肉蛋兼用型优
良鸭种，是中国八大名鸭之一、国家地理标
志保护产品。 临武鸭的养殖历史已有上千

年，古时作为朝廷贡品，声名远播。近年来，
临武县把临武鸭作为拳头产业来打造，采
取“公司+合作社+家庭农场”发展模式，通
过风险共担、利益同享、互惠互利，力促经
营企业化、生产集约化、产品标准化。该县
引进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全国农产品加工
业示范企业舜华鸭业公司， 建立现代化加
工厂5座，研发产品200多款。目前，公司与
236个家庭农场建立合作关系， 年出栏临

武鸭1200万羽。 此举使公司获得绿色安
全、品质纯正的原料，又使农户取得稳定的
收益。舜华鸭业先后荣获“中国食品安全示
范单位”“中国驰名商标”等。

好东西卖出去才是硬道理。 舜华鸭业
在广东、贵州、海南、湖南等地建立直营门
店200多家，销售网点28000多个，产品还
通过天猫、 京东等电商平台销售到全国各
地。特别是高铁开通后，公司相继在武广、

沪昆、贵广等高铁沿站开设专卖店，成为最
早融入高铁经济的企业之一。现在，无论是
在国际性卖场沃尔玛、家乐福，还是在市区
街道，都能买到临武鸭。

目前，临武鸭已形成一条集养殖、加工、
商贸等为一体的全产业链，去年产值达13亿
元，直接带动2.3万户农户增收致富。该县南
强镇渣塘村村民陈建林创立达新养殖场，年
出栏临武鸭3万多羽，纯收入达11万余元。

4月8日， 长沙市南湖片区
火车头文化公园， 经过整修装
饰后的老火车焕然一新。 该园
于去年8月开始提质改造，对老
火车头及车厢进行翻新， 新建
休息廊架、景观雕塑等设施，预
计下月底全面完工。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衡阳县：
120余名乡贤回归建家乡

湖南日报4月8日讯（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唐春
晖 易建军）“回乡创业，奉献家乡，是在外游子的一
种渴望。”4月7日， 衡阳县抓住老乡们清明回乡祭祖
的时机，举行“追梦新时代、奋斗新征程”联谊恳谈
会， 邀约26个异地商会和90多位衡商齐聚一堂，为
家乡发展建言献策。

据介绍，去年，衡阳县被列为国家返乡创业示范
试点县。在恳谈会上，该县西渡高新区、界牌陶瓷工
业园、县旅游服务中心现场推介了“古镇神寺、丹山
碧水”文化山水旅游区、曲兰船山文化小镇、夏明翰
故里红色文化旅游区、 岣嵝峰国家森林公园等招商
项目。县委、县政府负责人承诺 ,以“五星级”标准、
“店小二”作风，做到“一个项目、一名领导、一套班
子、一套方案、一抓到底”；同时，在用地、税费、人才、
政务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 这让一批已经回乡的游
子有了扎根家乡的规划， 一批尚未回来的游子也有
了挥师回乡的意愿。南宁衡阳商会会长梁柏生说，投
资家乡其时已至，其势已成,商会将融合优秀资源返
乡创新创业。

衡阳县委书记曾秀说， 近年来， 该县大力开展
“迎老乡、回故乡、建家乡”活动，吸引海内外衡商衡
才回乡投资兴业,“衡籍乡情”催生了招商引资“归巢
效应”。近两年来，该县先后有120余名乡贤回归，为
家乡的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新型工业和公益事业贡
献力量。

雁峰区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60%

临武鸭年产值突破13亿元
直接带动2.3万户农户增收致富

老火车
换新颜

东安县：
清明小长假引进3个项目

� 湖南日报4月8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严
洁）“东安投资环境好， 我们对在东安建智能物联锁
生产基地有信心！”昨天，上海皋石科技集团公司负
责人王晓鹏对记者说。该项目借助互联网科技，打造
安全家居平台。

清明小长假期间，东安县抓住在外地发展的本
县籍企业家返乡以及外地企业家来东安旅游、考察
的有利时机，积极向大家推介投资环境、投资项目。
4月4日，该县举办首届“迎老乡、回故乡、建家乡”恳
谈会， 在全国各地创业发展的100余名东安籍知名
人士、异地东安商会代表参加。同时，相关职能部门
放弃休息时间，陪同企业家考察工业园、原料供应
基地、交通条件等，掀起了老乡返乡投资、以商带商
投资东安的热潮。清明假期，该县引进智能物联锁、
5G产业园、高端活性碳3个项目，总投资3.8亿元。

黄龙音乐季面向全世界
征集钢琴演奏选手

乡村振兴纪实

湖南日报4月8日讯（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刘
飞 刘健）4月7日下午，在邵阳县黄亭市镇码头村，
镇中学6位老师按照村里提供的名单，利用休息时
间走访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 摸排贫困学子资助
情况。

邵阳县从今年3月开始，要求各校教师利用双
休日进行集中走访。 走访任务主要是以建档立卡
贫困家庭为工作重点， 了解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
童情况，不让一个孩子因贫困而辍学失学。目前，
该县5000多名中小学教师， 对辖区内6至15周岁
的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进行集中走访。

5000多名教师集中走访
邵阳县不让一个贫困学子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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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1158 1040 1204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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