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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时评

欧阳金雨

9月10日至12日，华为在东莞松
山湖召开今年的开发者大会，引来各
方海量关注。华为在这次大会上，发布
了万众瞩目的鸿蒙2.0操作系统。这一
系统将全面使用全场景生态，主打跨
设备、服务流转、极速直达、可视可说、
隐私安全五大能力。

鸿蒙狂奔，是华为背水一战的“杀
手锏”。功能机时代，移动操作系统塞
班称王，由诺基亚打造的护城河固若
金汤；而后，苹果开发ios系统，谷歌开
发安卓系统，一举取代塞班。操作系统
是软件行业的“根”，如果一味依靠国
外，上层应用的枝繁叶茂非常容易在
瞬间凋零枯萎，“根”扎得越深，才能长
出参天大树。华为手机在明年实际搭
载鸿蒙2.0系统，意味着华为移动服务
将成为全球第三大移动生态系统。

对华为来讲，这是一场堪称地狱难
度的战斗。9月15日，是关乎华为生存、
发展的关键时间节点。根据美国政府对
华为的禁令，台积电等芯片生产厂商9
月14日之后不能再向华为供货。而早在
此前，谷歌部分生态已无法在华为手机

上使用。在软硬件层面，华为都被扼住
了咽喉。而鸿蒙系统的不断进化，让华
为在软件方面走出了自己的路。此次开
发者大会，既提振了华为的士气，又向
业界展示华为绝地反击的能力。

去年，华为手机全球出货量达到
2.4亿部，位居全球第二；即便面对美
国严酷的第三轮制裁，今年华为手机
发货量也已达到1.05亿部。而在对外
公布的数据中，鸿蒙系统不仅能兼容
全部安卓应用，且已经能够达到安卓
70%~80%的水平。绝境，逼出了华为的
潜力和实力。

没有自立实力，哪有岁月静好。中
国企业的命脉，绝不能交到外人手中。
中国企业的发展，更不会因封锁而没
落。事实上，以自立突破封锁，一直是
中国企业的发展方向。在湖南，超高产
杂交稻、超级计算机、超高速列车等世
界级成果，成为闪耀自主创新光芒的

“湖南名片”。而在被“卡脖子”的芯片
领域，包括湖南在内的中国全行业正
集聚合之力迎难而上；华为的鸿蒙系
统为追赶安卓后面20%的水平，几乎
每天、每周、每月都在改进。自立自强，
我辈正担当！

■编者按
企业是市场的主体。在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上，湖南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

重要讲话精神，围绕市场主体的主要关切，做好各地各部门保市场主体、纾困惠企政策的宣传，准确反映企业
政策诉求，回应解答企业政策疑惑，引导推动各项纾困措施直达基层、直接惠及市场主体，切实增强市场主体
的获得感。从今天起，本报推出“企业一线见闻”专栏。敬请关注。

湖南日报记者 黄利飞

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有限
公司，“藏”在长沙岳麓区茯苓路一片
郁郁葱葱的生态园林中。每天清晨，东
方刚吐白，达嘉维康15000平方米的仓
库前，就已有配送车辆在装卸药品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配送车数量越来
越多、往返速度也越来越快，地面“画
出”的轮痕，由两条变为四条、六条……
纵横交错。

9月11日10时，记者看到仓库入库
口、出库口前，车辆已排起长队，工作人
员麻利地装卸药品。达嘉维康执行总裁
何华英告诉记者，仓库药品采用电子扫
码出入库，既能保证各项数据无差错，
还能做到收发货快速高效。

达嘉维康所在的医药流通行业，作
为连接上游医药生产和下游零售终端

的关键一环，保障着药房、医院、商业机
构等下游的药品供应，急抢救药品配送
能保证全年全天候响应。

目前，达嘉维康建立了辐射全省的
分销网络，并在山东设立了分公司，物
流年均吞吐量超过140万件药品。

经达嘉维康仓储部经理刘广红引
导，记者进入药品仓库，明显感觉库内
气温低了不少。“药品不同于一般物品，
储存要求严格。”刘广红边说边指给记
者看，根据药品储存的不同要求，仓库
内划分了常温区、阴凉库、冷库、恒温
库。

在常温区，仓库角落数个工业冰柜
惹人注目，里面“冻”着蓄冷剂。在零下
25 摄氏度的气温下冻上 48 个小时，蓄
冷剂才能派上用场。

裹上一件军大衣，进入 2 至 8 摄氏
度的冷库，打开一个冷链运输专用保温

箱，只见箱内外层放着蓄冷剂、内层放
着药品，中间是一层隔离袋。蓄冷剂将
在药品运送过程中不间断释放冷气，保
证药品的药性不受损。

正要前往恒温库时，刘广红的电话
铃声急促地响了起来：“长沙市芙蓉区
一家医院急需蛇毒血清，请马上配送！”

此时已是午餐时间，收到需求，刘
广红立即电话部署安排取货、调度人
员、协调车辆。约十分钟，所有人员返回
各自岗位；不到20分钟，相关药品即出
库发车，呼啸着前往医院了。

作为湖南省医药储备企业及湖南
省短缺药品承储企业，达嘉维康要确保
灾情、疫情发生时，医药储备物资能够
及时有效供应，还负责临床抢救药品、
中毒解救特效药品等省级常态短缺药
品的储备和应急配送。

“一般来说，长沙市内药品24 小时

以内送达，市外不超过48小时；如果是
急、抢救药物，哪怕是半夜，也必须在最
短的时间内送达。”刘广红对接完成所
有事项后告诉记者。

为了保证“救命药”能够快速及时
的送到患者手上，达嘉维康近年来“软
硬兼施”下了不少功夫。流程的规范化、
标准化，是基础；专业“懂行”的物流配
送团队，是一大利器。何华英尤其提到，
2018年“上马”的智能化管理系统，让公
司采购部、销售部、财务部和仓储部在
同一平台、同一条线上立体化作业，高
效而准确。

时下，达嘉维康正在迎来发展的里
程碑时刻，公司申报IPO创业板上市已
获受理。何华英说，借力资本市场，公司
将进一步发挥供应链优势，发展专业药
房新零售模式，逐步向最佳医药服务商
迈进。

——湖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巡礼

【基地简介】
欧阳海烈士纪念馆坐落在衡东

县新塘镇欧阳海村京广铁路旁，是为
纪念欧阳海烈士在此地献身所建。

欧阳海，1940 年 11 月出生于湖
南桂阳，1958 年参军，1960 年 5 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1963 年11月18日清
晨，欧阳海随所在部队开展野营训
练。当部队沿京广铁路行军至衡东县
新塘镇段时，一辆满载旅客的列车奔
驰而来，刺耳的鸣笛声使一匹驮着炮
架的军马骤然受惊，窜上了铁轨，横
立在铁轨之间，如不及时处置，极有
可能造成列车倾翻。万分危急的关
头，欧阳海毫不犹豫地冲到军马前，

用尽全力把惊马推离了轨道，自己却
被列车撞成重伤，经抢救无效壮烈牺
牲。

1967 年，衡东县委、县政府在欧
阳海烈士献身地建立了“欧阳海烈士
纪念碑”，碑址坐东朝西，中央矗立着
10米高的欧阳海推马救列车的塑像，
纪念碑两侧建有陈列室，展出烈士生
平事迹。1979年，衡东县委、县政府扩
建烈士纪念地，重建欧阳海烈士纪念
馆，展出烈士生平事迹。纪念馆先后
被评为湖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湖南
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湖南省全民国
防教育基地，2019年全年接待参观人
数超20万人次。

湖南日报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向民贵 胡大刚

初秋的泸溪大地，辣椒红是一片
风景。

在泸溪县小章乡川洞村，山丘上
层层叠叠的梯地间，玻璃椒挂满枝头，
一级一级铺展开来，鲜红透亮。辣椒树
丛中，村民满心欢喜地采摘，不一会
儿，红彤彤的辣椒装满了背篓。

“今年收成比上年还要好，有望带
动 200 名贫困农户增收致富！”正和村
民一道忙着采摘辣椒的杨凤莲，是小
章乡一加一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她告诉记者，合作社今年发展小拱棚

早熟玻璃椒 210 亩，产品比常规露地
栽 培 提 早 1 个 月 上 市 ，每 亩 增 收 逾
1600 元。

地处深山的小章乡，辣椒产业风
生水起。在泸溪县大坳蔬菜农民专业
合作社引领带动下，该乡建立多个合
作社，形成“公司（专业合作社）+基
地+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每年增收
逾 170 万元，推动当地 2100 多名贫困
农民一举甩掉贫困帽子。

泸溪被列入国家标准化辣椒生产
基地。泸溪辣椒色泽鲜艳，果皮厚实，
辣味适中，口感上佳，闻名于外。

该县注册了“巴斗山”牌玻璃椒和
“苗滋佳”品牌，开发的腌制辣酱、剁

椒、姜辣椒等产品走出大山，远销美
国、日本、韩国等 1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年销量逾 8000 吨。

在兴隆场镇，规模化种植玻璃椒
让越来越多的村民尝到甜头。种植大
户李建成喜不自禁地说，浙江温州老
板的 1.5 万公斤收购订单，让尚未采摘
的辣椒，早早有了销路。

兴隆场镇党委书记陈济礽介绍，
该镇按照“因地制宜，分村实施，推进
辣椒产业”原则，力求“户户有产业，家
家有就业”。重点打造的喜农辣椒合作
社，实施“合作社+基地+农户+保底收
购”的订单农业机制，每年为种植户保
底 收 购 辣 椒 4000 吨 ，让 椒 农“ 有 奔

头”。
喜农辣椒合作社是泸溪深耕辣椒

产业的“标杆”，种植辣椒 12820 多亩，
带动 2000 多贫困村民脱贫摘帽。

产业结下硕果，富裕一方群众。小
小辣椒，“辣”出泸溪百姓的幸福味道。

泸溪今年投入东西扶贫协作、农
业综合开发等项目 1275 万元，发展特
色辣椒种植 5.2 万亩，覆盖小章、兴隆
场等 11 个乡镇，遍布全县 147 个村（社
区），10 亩以上种植大户达 137 户。

辣椒之乡再迎丰收年。泸溪辣椒
今 年 产 值 将 达 2.3 亿 元 ，2960 户 共
1.62 万名贫困农民通过种植辣椒，腰
包鼓了，日子富足起来！

“辣”出幸福味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记者 奉永

成）记者从9月10日召开的全省马路市
场安全隐患专项整治工作总结会上获
悉，去年12月省政府部署开展全省马
路市场安全隐患专项整治工作以来，省
安委办牵头，强力推进，成效明显，全省
共排查出3026处马路市场已于6月30
日前全部整治到位，提前半年完成整治
任务，改变了昔日马路市场人车争道、
占道经营、混乱无序的状况。

马路市场成为严重侵犯路权和影
响交通安全的顽瘴痼疾。开展马路市场
安全隐患专项整治行动，彻底消除安全
隐患，省马路市场整治办、省应急管理
厅定期调度通报整治情况，组织开展暗
访督查，对发现的问题进行交办。组织

各市州对辖区内马路市场进行地毯式
排查，制定全省马路市场取缔关闭计
划、新建改建市场计划和暂未取缔市场
过渡安排计划等“三个计划”，按照“一
市场一对策”和“摊清、棚清、路畅”的要
求，倒排工期、挂图作战。

坚持疏堵结合。今年，全省加大农
贸市场建设力度，研究制定配套市场
建设资金分配方案，目前，省财政
8000 万配套市场建设奖补资金已全
部下拨到位。下一步，我省将加强对马
路市场的督查暗访和执法，持续保持
马路市场专项整治的高压态势，大力
推进建设与乡镇经济发展相适宜的农
贸市场，压实监管责任，构建长效机
制，确保马路市场长治久安。

自立自强，我辈正担当！

提前半年完成马路市场整治任务
排查出的3026处马路市场全部整治到位

欧阳海烈士：

“推马救列车”铸就永恒丰碑

8月19日，欧阳海烈士纪念馆。 通讯员 摄

欧阳海烈士纪念馆里陈列着几件
欧阳海的遗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
3件纱衣。这是欧阳海用旧口罩拆洗
后亲手缝制而成，也是他时刻保持和
发扬中国人民解放军艰苦奋斗、勤俭
节约光荣传统的见证。

在部队期间，欧阳海积极上进，曾
3次荣立三等功，多次被树为标兵。在
国防施工中，他干起活来毫不惜力。别
人一次扛一根木头，他扛两根；别人一

天跑四趟，他却跑五六趟。一天中午，
欧阳海等4名战士受领任务，须当天
下午把几十根木料搬到公路上去，但
欧阳海吃完午饭就热火朝天地干了起
来。等另外3名战士午休后准备工作
时，却发现欧阳海已经将所有木料全
部扛完。

欧阳海将勤俭节约融进了生活日
常。部队发放新棉衣，他就将工地上丢
弃的坏口罩捡回来清洗干净，然后缝
在新棉衣的底子上以延长棉衣的使用
寿命。一位战士把一双穿破的袜子扔
掉了，欧阳海看见后，就把袜子捡回
来，洗净补好后又送给了那位战士。

如今，欧阳海烈士虽已离去半个
多世纪，但他舍身为民的英雄气概和
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优良品质，依然
感染着一代又一代人。

（湖南日报记者 黄晗 通讯员 段
柳清 整理）

【藏品故事】 旧口罩缝制的3件纱衣

8月28日，欧阳海用旧口罩缝制
的三件纱衣。 通讯员 摄

“救命药”高效送达
——达嘉维康药品流通现场见闻

激荡峰林进行曲

企业
一线见闻

▲ ▲（紧接1版①）政府扶持，丁世举说干
就干。6 年时间丁世举在永定区、桑植
县、武陵源区创办了3个基地，产业工人
300 余人，累计培训学员 1200 多人次，
600 多种产品远销欧美 30 多个国家。
基地 80%的收益都回报给了贫困户，
2019 年给 12 个村 1463 名建档立卡贫
困户分红58万元。

“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
旅游购物”，雕琢了张家界莓茶、土家织
锦、桑植白茶等一大批“张家界礼物”，
培育旅游商品企业205家，产值达45亿
元，带动了1.2万名贫困人口脱贫。

如今，张家界的旅游商品又搭上了
电商的快车。两区两县的电子商务公
共服务中心，站点覆盖所有贫困村。桑
植洪家关白族乡的建档立卡贫困户谷
思钰，通过参加电商免费培训，一步一
个脚印，做到了近 200 万元的年销售
额。2019年，全市贫困村农产品销售额
9319 万元，带动贫困户 9105 户、26604
人。今年上半年，直播带货车开进田间
地头，仅桑植扶贫产品销售就达452.44
万元。

很民俗，很唯美，景区夜
色辉映甜蜜的笑脸

7 月 31 日晚，因疫情停演 146 天的
大型山水实景音乐剧《天门狐仙·新刘
海砍樵》正式复演，1100名观众都有些
兴奋。而张家界永定区官黎坪街道双
峡村41岁的李宗利更是激动，终于复演
了，每晚牵牛在剧场里走一圈，她和她
的牛又可以分别拿到60元工资！

“胡大姐哎，我的妻；刘海哥，我的
夫”，一声声喊得人肝肠寸断。人狐的
爱情、实景的奇绝、音乐的美妙、民俗的
淳美，久久地震撼着观众。11年来，《天

门狐仙·新刘海砍樵》已累计演出 2806
场，接待中外游客386万人次。直接带
动200人脱贫，企校合作解决2360名学
生就业，1800名学生勤工俭学。

此时，武陵源区《张家界·魅力湘
西》剧场里，2800名观众醉在原汁原味
的张家界民族民俗文化里。这出剧，带
动 300 名当地人脱贫，人均年收入 3 万
元以上。

在张家界各个景区，共有 6 台这样
的实景演出，台台火爆。

让远方的客人留下来，让张家界的
夜色无比美好的，还有精品民宿。

风吹动竹林，蜻蜓飞过泳池，群峰
耸翠，水田反光，一栋栋精致舒适的木
房依山就坡。时间在鸟鸣虫声中慢下
来，人不由自主地发呆。这里就是全球
十大必睡民宿之一的“五号山谷”，地处
武陵源区中湖乡野鸡铺村，34间客房天
天爆满。

清晨，46岁的伍元妹在坡下开垦菜
园，抬头就可看到自家的楼房。坡上四
处拍照发朋友圈的游客，并不知道美丽
的山谷曾是猪栏牛屋、烂泥塘和垃圾
场，27年前从外村嫁过来的伍元妹感叹
村庄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家里的田
以 400 元/亩租给了谷主，她为谷主种
菜，每月2500元。

谷主是上世纪 80 年代拿着砍刀开
路的张家界导游陈玉林，2009年从北京
陪父母回乡，看到山谷里人去房空，留
下来做民宿。他有些得意的是，原来五
号山谷靠张家界引客，现在山谷为张家
界引客。今年遭受疫情，但 3 月 5 日复
业至今，与去年同期比，入住率还高了
三个百分点。

“这里太美了，我不想动了！”把山
野和民俗紧密融合的高端民宿在张家
界最先复苏。7月31日，记者走访涧外、
回家的孩子、龙舍、水木潇湘、梓山漫居
等民宿，均告客满。张家界1280家民宿
形成了武陵源、天门山、大峡谷、西线

“三圈一线”的民宿格局，解决了 4000
多名村民就业问题，带动 4.8 万人脱贫
致富。

越国际，越市场，厉兵秣
马吹响发展集结号

“妹丫头你莫走，唱首歌儿把你
留，歌中有我对你的真情，歌中有你的
温柔……”疫情期间，“云游张家界”，47
场网上直播，一首张家界的山野民谣

《你莫走》，全网综合点击量超70亿次，
点燃游客出游张家界的迫切愿望。

2020年一场新冠肺炎疫情，让全球
旅游业遭遇重创。张家界因春节关停
景区，近20亿元收入归零。

张家界不会在寒冬里哭泣！
积蓄力量。景区关停，正好厉兵秣

马。景区景点及旅游企业全员线上业
务培训，研发新产品。张家界黄龙洞在
全国率先上线无线语音导游服务，“乖
幺妹”土家织锦开发出新的特色文旅产
品。天门山景区开通了全世界索道爬
坡角最大的3S索道，茅岩河景区新建星
空营地。与此同时，旅游精英人才培
训、休闲农业人才培训、乡村旅游人才
培训等，为旅游提质升级持续赋能。

国际化、可持续的顶层设计增强了
旅游业抗风险能力。张家界走在全国
前列的互联网智慧旅游平台疫情期间

发挥威力，全国甚至全球第一的国际音
乐节、文化旅游节、诗歌节、民宿节、网
红节、冬游节等创新营销影响广泛而深
远。

疫情更让张家界人思考旅游辽阔
的未来。3月30日，张家界签约8个文
旅项目，签约总额达113.5亿元，涵盖康
养度假、文化旅游综合体、生态休闲等
多种旅游产品，拉长现有旅游产业链。
7月28日，投资20亿元的张家界新松机
器人项目开工。旅游业与机器人产业
相融合，张家界再次走在前列。

旅游复苏了，燃爆了，一波波游客
又来了，武陵源索溪峪镇双星村建档立
卡户邓寿虎家生产的姜糖，一个月卖了
2000多元；永定区王家坪镇山村艺术团
一天演4场，30多名演员每人每场收入
100 元；在永定区华天酒店上班的建档
立卡户吴红燕，8 月份拿到了 500 元的
铺床奖励……

7 年的精准扶贫，4 年多的脱贫攻
坚，张家界 4 个贫困区县先后摘帽，
358 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减贫 243345
人，旅游对脱贫的贡献率达 40%。武
陵源在全省率先实现整区脱贫摘帽，
慈利县被列入全省旅游扶贫示范县，
永定区成为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
示范区。

如果澧水能绘，在全球惊叹的绝
美山水里，百姓脱贫后绽放的一张张
笑脸，定是最动人的风景；如果峰林能
奏，在亿万年的沧海桑田里，脱贫攻坚
这部奋斗的史诗，定是最激情澎湃的
乐章！

披荆斩棘战贫困，乘风破浪谋发
展。在这片红旗招展的热土上，带着新
时代的新使命，张家界人踏着激荡峰林
的进行曲，正阔步奔向更加美好的未
来。

▲ ▲（紧接1版②）时间长了，积累的也就
多了。”毛小华说，自己最爱给孩子们进
行讲解。他希望这些革命故事，能一代
一代流传下去。

田园做伴，一宿好眠

广袤的土地上，孕育着红色火种，
也旖旎出美妙风景。

飘峰山脚下，远观小山重叠，烟云
缭绕；近看紫薇花开，秋风拂柳。

牛栏湾 5 号，是开慧镇慧润特色
精 品 民 宿 之 一 。 小 院 造 型 别 致 ，室
内 设 计 清 雅 。 在 民 宿 二 楼 ，还 有 观
景露台，视野开阔，飘峰山景，尽在
眼底。

民宿老板刘孟雄介绍，他和老伴
是长沙县黄花镇人，女儿在慧润公司
工作，几年前将民房改造成民宿。游
客居住在此，不仅可在山水田园中享
受 美 景 ，还 能 尝 到 最 新 鲜 的 农 家 饭
菜。每逢节假日，牛栏湾 5 号的 12 间

客房都会被预订一空。
沿着牛栏湾 5 号旁的乡村公路一

路向上，各类农家民宿与饭店鳞次栉
比。这些民宿多采用“慧润模式”，即
企业+村集体+农户共同合作，收入按
农户、企业、村集体 6:3:1 的比例分成，
起到了村民增收、企业发展、村集体经
济壮大的多重效果。如今，开慧镇已
有民宿逾百家，乡村民宿床位达 1200
多个。

两侧青山渐近，风景也变得更加

幽静喜人。当视线豁然开朗，绿意与
草香扑面而来，便是到达了惠润国际
露营基地。雨滴在双华水库里溅起
层层波澜，小木屋别墅与帐篷酒店置
身在湖光山色中，别有一番韵味。

时至秋日，风景已非鼎盛时期。
当地人告诉记者，春夏之际来此，玫瑰
花田如波浪层层堆叠，紫薇绽放枝头，
行人需俯身而过。山间气候凉爽，盛
夏夜晚繁星满天。赏花观星后，再一
宿好眠，实乃人生一大乐事。

▲ ▲（紧接1版③）按规定，“金融村官”不
挤占村级编制、不享受任何报酬、不增
加村级负担，接受镇村、支行两级考核。

“金融村官只是走过场做样子”“不
知道银行又在玩什么花样”……顶着各
种议论，“金融村官”走千家万户，“脱鞋
下田”与农民面对面交流，解决融资困
难、普及金融知识、参与基层治理、助力
脱贫攻坚、助推村级集体经济……官渡

镇观音塘村贫困户较多，“金融村官”姚
斌在走访中发现，该村有位名叫古佑成
的贫困户，急需资金扩大养牛规模。得
知这一情况后，姚斌立即上户了解客户
情况，并以最快的速度发放了5万元的
贷款。利用这笔资金该贫困户不仅扩
充了牛栏，还购买了新的小牛犊以及草
料，几个月下来家庭养殖场越来越红
火。截至目前，官渡镇“金融村官”发放

贷款近 1500 万元，一笔笔“小借贷”帮
助农民走上创业致富路。

在浏阳农商银行行长、“金融村官”
胡琦文帮助下，古港镇梅梅田湖村家庭
农场大户汤腊梅以梅田湖景区为依托，
发展起了以农耕、采摘体验等为主的休
闲农业。“金融村官”还建议村集体以土
地租赁形式出让50余亩地，成立文化旅
游公司，整合梅田湖周边的观光游乐景

点，打造一条乡村旅游线路，有力助推
村级经济发展。在线解答金融问题、开
办“金融夜校”、帮助客户找回被骗资
金……点点滴滴中“金融村官”的好口
碑逐步树立。

“有困难，找‘金融村官’。”每次下
村入户，李寿树总要这样叮嘱。如今，
这句话在浏阳农村广为流传，“金融村
官”成为农民心中值得依靠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