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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1日， 上海某公司负责人孙斌又一次来
到安化县田庄乡高马二溪村，与该村的湖南皇园
茶业有限公司商谈上海总代理一事。皇园茶业总
经理谌吉云说：“孙总是湖南城市学院驻村帮扶
工作队介绍来的，感谢他们帮我们村的黑茶打出
了名声。 ”

2018年3月， 湖南城市学院扶贫工作队入驻
高马二溪村，他们围绕黑茶做文章，科学制定扶
贫工作方案，为村里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改变。 全
村贫困户由原来的124户439人， 减至4户17人，
贫困发生率由23%降至0.9%。 去年底，高马二溪
村整村退出贫困村序列。

打响高马二溪茶品牌
高马二溪村地处大熊山腹地， 平均海拔600

多米，常年云蒸雾绕。 数百年来，村民以采茶、制
茶、卖茶为生，是安化县茶园面积最大、茶企最多
的村。但高马二溪村黑茶产业的发展与这里悠久
的产茶历史和得天独厚的产茶条件并不匹配，村
民并未因茶致富。

症结何在？“高马二溪茶的品牌没有打响。 ”
湖南城市学院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高马二溪村
党支部第一书记罗延富说。提升高马二溪黑茶的

品牌知名度， 成了扶贫工作队的工作重心之一。
在扶贫工作队的策划下，2018年4月19日， 湖南
城市学院与田庄乡人民政府在村里联合主办了

“天下黑茶第一村”首届采茶开园节，为做大做强
“天下黑茶第一村”品牌开了一个好头。

为了给村里黑茶产业发展注入新动力，扶贫
工作队把目光投向了“娘家”湖南城市学院，这里
有黑茶金花省重点实验室等相关科研平台10个。
工作队驻村一个月后，湖南城市学院黑茶研究基
地在高马二溪村揭牌，该基地利用产学研结合优
势，精准对接高马二溪村黑茶产业需求，为茶农
提供培植与加工培训、确立生产标准等。

今年，高马二溪村所产茶叶鲜叶价格达到每
公斤24至30元，比其他地方高不少。 村党支部书
记陈智群说，若培植得当，每亩茶园能实现一万
元的收入。

打通黑茶产业发展瓶颈
“以前我们村里路窄弯多，没有硬化的山路，

天晴一身尘，下雨一脚泥，村民出行不方便，茶商
也不愿意来。 ”村民蒋龙说。

高马二溪村山高路远，交通难、饮水难、通信
难是高马二溪村里的三大难事，不仅影响村民生
活，也严重制约了黑茶产业发展。

扶贫工作队来村后， 决心啃下这3个“硬骨
头”。 他们通过对接相关政府部门、 多方筹措资

金，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 村里一系列基础设施
建设陆续开工和完工： 台百、 高家溪、 板楼溪、
黄牯仑等片区11.92公里公路完成扩改， 4.5米宽
公路硬化全面开工。 全村4个片区的安全饮水工
程全部完工， 通信、 网络工程实现全覆盖， 并
正积极打造信息化标准村。

蒋龙说，现在他接上了300兆的光纤，给茶园
装上摄像头，实现实时监控，并向经销商直播种
茶、制茶全过程。

打造茶旅融合特色村
扶贫工作队入驻以来，高马二溪村村民感受

到了真真切切的变化：村民服务中心设施功能逐
渐完善，“天下黑茶第一村”茶室和卫生室、农家
书屋建成……之前天一黑就一片寂静的村部前
坪，现在成了村民活动、跳舞的娱乐中心。

扶贫规划的有效实施， 让工作队有了更高追
求。 工作队联系了学校的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经
过两个多月走访、调研，为村里制定了中长期规划。
规划明确了“以茶产业带动旅游业，以旅游业促进
茶产业”总体方向，提出以高马二溪村种茶历史悠
久、品质佳为亮点，筹建天下黑茶第一村，发展集茶
叶种植、生态观光于一体的茶旅融合产业。

“山清水秀白云飞，梨花三月杜鹃啼，采茶美
女浣溪沙，高马二溪甘露水……”村民黄巩固觉
得，未来美丽村庄不会比城市差多少。

精准扶贫在三湘 打造“天下黑茶第一村”
———记湖南城市学院驻安化县高马二溪村扶贫工作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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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黄利飞

9月3日，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国科微”）股票延续上一
交易日强势走势，“一”字封涨停，至收
盘报39.09元。 这已经是国科微自8月
30日后，连续第三个交易日涨停。

国科微在日前披露的半年报中表
示，2019年上半年， 公司多个主营业
务板块迎来突破，固态存储控制芯片、
物联网及广播电视系列芯片出现爆发
式增长， 其中物联网及广播电视系列
芯片收入同比增长均超100%。

8月底， 记者走进国科微。 国科
微首席运营官周士兵介绍， 公司目前
在4个领域已有深度布局， 分别是广
播电视、 智能监控、 固态存储、 物联
网， 相关芯片产品已从技术走向量
产。

在广播电视领域， 国科微是领先
的直播卫星芯片供应商， 目前累计供
应芯片已超过7000万颗。 国内有超过
7000万户家庭，通过国科微的直播卫
星、有线高清、地面波、数字音频等解
决方案， 收看电视节目、 享受家庭娱
乐。

国科微展览厅， 一台挂在墙上的
“真4K” 电视格外引人注意。 “现在
我们买电视， 都要买4K超高清的，
声音没有杂质、 画面质量好。” 周士
兵介绍， 要想实现真正的4K超高清，
除了对内容和传输设备有要求外， 视
频解码也很重要。

国科微2019年成功研发的超高
清视频解码芯片GK6323， 可以将视
频的帧速率从每秒30帧提升到每秒
60帧， 直接使像素提高4倍， 即便在
很近的距离看画面都不会有闪烁， 而
且视频色域更大， 呈现出来的色彩更
饱和。

“目前国内有能力做类似产品的
企业很少， 国科微就是其中之一。”

周士兵说， GK6323已经在广东和江
苏等沿海地区开始导入。

芯片研发的过程难、 周期长， 国
科微每年研发方面投入巨大。

数据显示， 自2008年成立以来，
国科微每年的研发投入占公司总营收
比例超过20%， 2018年研发投入1.57
亿元， 近3年累计3.95亿元。

作为一家集成电路设计企业， 国
科微的研发团队就是公司的核心资
产。 周士兵介绍， 目前公司员工中
70%以上是研发人员， 研发人数约有
600人。

在周士兵看来， 投身芯片产业，
需要耐得住寂寞， 要有锲而不舍的精
神， 经得起上千次的失败， 同时还要
不断创新、 超越自我， “这样才能走
得更稳、 更远、 更有力”。

如对固态存储控制芯片的研发，
过去6年， 国科微研发人员历经2000
个日夜， 写下了超过100万行的代
码， 进行了三代存储主控芯片的迭
代。

2013年， 国科微组建了一支研
发“梦之队”， 团队成员全身心投入
固态存储控制芯片的研发。 2015年，
GK21系列芯片面世， 这是国内首个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固态存储控
制芯片， 我国在这一市场也终于实现
从0到1的突破。

2016年，国科微又组建一支研发
“突击队”， 团队成员在四川的一个湖
心小岛， 进行了长达两个多月的封闭
研发，催生出存储芯片GK2301。 它成
为国内首款获得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
心、国家密码管理局双重认证、完全拥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存储主控芯片。

2019年， 国科微GK2302系列芯
片发布， 它从芯片设计到生产封装等
全环节生产，都是在国内完成的，是国
内首款全自主固态硬盘控制芯片，开
启了我国存储芯片自主创新新里程。

———做强大企业 培育小巨人

国科微：矢志创新，“芯”光闪耀

� � � � 1.川扬电气有限公司，涉嫌销售
未经强制性认证的低压成套开关设
备，被市场监管部门依法查处。

2.湖南森迪鞋业有限公司，涉嫌
生产销售假冒NIKE鞋、adidas鞋，涉嫌
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被查处，并被移
送公安机关处理。

3. 湖南开门子肥业有限公司，生
产销售不合格复混肥料被查处，并被
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4.东鹏饮料 （集团 ）股份有限公
司，生产销售的“东鹏特饮”产品外包
装上，标有失效的“外观专利”，市场监
管部门作出停止发布该产品外包装、
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

5.长沙宁乡闽盛金属贸易有限公
司，销售门店涉嫌销售假冒商品被查
处，并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6. 长沙县安沙盛茗百货商行，涉
嫌销售假冒四川省古蔺郎酒厂“小郎

酒”商品被查处。
7.吴记海鲜餐厅 ，使用不合格及

未经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 市场监管
部门作出没收违法所得、 没收不合格
计量器具、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

8.奉某未经商标权利人湖南满堂
彩餐饮文化管理有限公司许可， 从网
上下载该公司标识， 并在其经营场所
使用。 市场监管部门对其作出行政处
罚： 立即停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
为，没收、销毁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
非法产品，并处罚款。

9.蒋某 、刘某在江永县一住宅区
生产销售假冒口味王槟榔， 涉嫌侵犯
注册商标专用权被查处， 并被移送司
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10.李某、曹某等人涉嫌生产假冒
口味王、伍子醉、胖哥等知名商品，涉
嫌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被查处， 并被
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侵犯知识产权和
制售伪劣假冒商品典型案例

� � � �湖南日报9月3日讯 （记者 奉永成
通讯员 王诚 周闯）今天，省市场监管
局公布了我省今年以来知识产权执法
“铁拳” 行动和假冒伪劣重点领域整治
“雷霆”行动情况。截至8月20日，我省今
年以来知识产权执法和假冒伪劣重点
领域整治，共查办案件2078件，涉案金
额2266.17万元，挽回经济损失829.87万
元。

今年， 省市场监管局紧盯健康、 食

品安全等领域， 在全省范围严厉打击侵
犯知识产权违法行为和制售伪劣假冒商
品违法行为。 针对假冒伪劣问题较为突
出的农村市场、 食品行业、 电子商务等
领域开展专项治理； 对仿冒、 知识产权
侵权、 制假售假、 以次充好、 以假充
真、 生产销售不合格产品、 销售“三
无” 产品、 违反3C认证和计量违法等违
法行为加大打击力度。 查办了一批大案
要案。

湖南重拳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
制售伪劣假冒商品行为

查办案件2078件，挽回经济损失829.87万元

■相关链接：

公告
根据统一部署，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赴湖南省督查组近期开展

脱贫攻坚实地督查。 督查期间为2019年9月4日—10日， 每天上午9点—
12点， 下午2点—5点受理举报， 电话： 12317。 特此公告。

【档案故事】

“马日事变后，家庭遭到反动派残酷的迫
害……先父叔伯等秉承慈训自幼即嫉恶如仇，意
志凛然，兄弟姊妹各具所长，坚贞于革命事业，相
继为国成仁……”

这本泛黄的《杨氏一门烈士传》中，一行行手
写行楷，讲述着以杨幼麟烈士为代表的杨氏满门
忠烈为革命献身的故事。 册子最后一页，“杨应
鹏，1960.4”的落款由钢笔蘸着蓝色墨水写就，字
体遒劲有力。

“传记记录了一个家族为革命事业舍身成仁
的动人事迹，也勾勒出中国共产党艰苦斗争的历
史轮廓。 ”湖南省档案馆调研员黄加来介绍，作者
杨应鹏是杨幼麟的儿子，1960年， 他主动联系省
档案馆，表示希望捐献这本传记。

8月下旬，记者来到省档案馆，跟随15页传记穿
越近一个世纪，回望共产党人永不褪色的初心。

走向革命
杨幼麟， 原籍湖南省湘乡县（今湘乡市），

1899年出生于新疆哈密。 19世纪20年代初，杨幼
麟考入长沙岳云中学， 传记记录，“因其勤学立
志，长于作文演说，很快就参加了学生爱国运动，
为斯时青年学生中，积极活动者之一。 ”

1925年春，杨幼麟得知毛泽东回到韶山开展
农民运动的消息，邀集志同道合的青年加入韶山
区农民雪耻会，参加反帝爱国斗争。 1925年9月，
他在韶山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至1926年之间，杨幼麟奉毛泽东指派
到湘乡组织农民协会，筹备成立湘乡县工会委员

会。 传记中提及，当时首要的任务是“创办平民夜
校，大力向学生灌输新的思想，并藉以便于发展
党的组织”。 这场农民运动声势浩大，风潮所向，
影响着湘潭、宁乡等邻近县区。

当时是建党初期， 开展各类活动需要经费，
杨幼麟便拿出自己的“钱袋子”支持革命，传记记
载，“每付数百金，或谷米数十担，绝无吝啬”。 当
时有年长的族人问杨幼麟：“你们这样干下去，将
来家里的生活怎么办？ ”答曰：“我们的事，虽倾家
荡产，乃至舍死忘生，均在所不惜。 ”

一封书信
1927年5月21日晚，马日事变爆发，国民党反

动派在长沙捣毁了湖南总工会、农民协会、农民
讲习所等众多中共控制的革命机关、团体，大肆
杀害共产党员。

事变前夕，杨幼麟被迫离乡，辗转到了上海，
于同年9月被党中央派去苏联学习。 1929年夏回
国后，他来到湘鄂赣苏区工作。

由于时局动荡， 杨幼麟与家人分隔两地，渐
渐失去了联系。

1932年秋，一封从中央苏区福建汀州发出的
书信， 辗转来到处于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湖
南，收信人是沈丰泰———杨幼麟的岳父。

信中，杨幼麟这位铁骨铮铮的汉子，倾诉了
对家人的思念：“秋初的时节，又掀起了我思念故
乡的情绪，因此又来做此通讯的试探……你们饥
饿，冻冷，与铁蹄践踏，重重压迫下的生活，到底
为何呢……特别是对云、应的记念（指杨应鹏与
姐姐杨湘云）是我时刻最关心的，自然我母的孤
苦，更是我不忍的事情……”

其时，杨幼麟在湘鄂赣边区武装斗争中的一
些正确措施，受到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央“左”
的指责。 但他并不灰心，而是相信今后的情况总
会好转， 信中说，“我们只有最大的暂时忍耐而
已！ ”“我想以后的情况或许好点，等待以后吧！ ”

传记中写道：“一封写到极端恐怖敌对区的
信内， 虽只能婉转叙述他对故乡和家人的怀念，
然其为国为人之热情，极充溢于字里行间。 ”

这封信，却成为杨幼麟对家庭的“遗言”。 传记
记载，直到全国解放后，作者经各方探寻，承陈赓将
军函示，才得知1934年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
苏区的杨幼麟肺病更加严重， 后来在敌人的疯狂

“围剿”中不幸被捕，就义于江西瑞金。

满门忠烈
如今，湘乡市内杨氏祖籍所在地，一块后人

为缅怀杨家满门忠烈所立的纪念碑，矗立在苍翠
的松柏之中。

据传记所述，在湖南农民运动高潮之时，杨幼
麟兄妹“均致力于革命工作”。 他们的母亲曾说：

“我不懂什么叫革命， 只要是为大家谋幸福， 使人
人有饭吃， 个个有衣穿， 这我很赞成， 你们尽管
去干。 ”

共和国是红色的，千千万万英烈用鲜血染红
了革命的旗帜。 传记记载，杨幼麟的兄长次麟，一
度奉派在中共湘乡委员会担任县委委员及农民
协会会长， 马日事变后在湘鄂赣边区工作，于
1933年在江西反围剿战役中牺牲；弟弟再麟曾积
极从事农民革命运动， 于1930年冬秘密回乡从事
地下活动时被捕，在狱中遭受严刑拷问，“虽身带重
镣， 竟纵身将公堂冲倒”， 在押时曾有信给其母道

“儿等走的道路，没有错，头可断，此志不可移，虽死
犹荣”，最终于1930年12月5日被枪杀；姊妹淑梅、淑
英也积极投身革命， 二人曾分别任当地党支部书
记、党支部组织兼宣教委员等职，于1928年8月18日
同时被捕，其中淑梅在20余天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枪
杀，淑英则在经年牢狱后因悲愤去世。

“全家人提着脑袋干革命，彰显了何等坚定
的理想信念！ ”黄加来说，《杨氏一门烈士传》蕴含
着强大的精神力量，党员领导干部应当从中感悟
初心、赓续使命，一往无前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捐躯慷慨去，万古扬高风”。 初秋的纪念碑
旁，英魂已经安眠，但正如后人为他们所作的诗
句所言，这种勇于牺牲、甘于奉献的精神将永存
于世，给后来者以指引和激励。

回望初心
———红色档案背后的故事

湖南日报、 湖南省档案局、 湖南省档案馆联合主办

杨幼麟：为革命，舍死忘生在所不惜

距2019世界计算机大会开幕
还有5天

湖南日报记者 刘笑雪 通讯员 钟竹君

【红色档案】

� � � �杨幼麟儿子回忆整理而成的《杨氏一门烈士传》，现保存于省档案馆。 邹尚齐 摄

长沙可持续发展排名全国第7位
9月3日，日益繁荣的湖南金融中心。近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等机构共同发布《可持续发展蓝皮书：中国可持续发展评价报告（2019）》，湖南2018年度可持

续发展排名位居全国第13位，与2017年持平；长沙2018年度可持续发展排名位居全国第7位，比2017年上升1位。 湖南日报记者 傅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