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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平 燕秀梅

“这个三格化粪池具有严密性好、
不渗漏、绿色环保、安装方便、省工省时
等优点，回去后赶紧动员村民安装。”在
桃源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召开“厕所革
命”首次技术培训会漳江街道金凤村观
摩现场，龙潭镇鄢家溪村的村支书姚金
富听技术人员讲解“整体二八式三格化
粪池”的好处后激动地说。

漳江街道有 18 个涉农村（居），新
（改）建三（四）格式化粪池式无害化卫
生厕所 600 余个。但一些村（居）还存
在着硬件设施差、异味突出等问题。

“‘厕所革命’不是简单盖个厕所，
而是一个系统工程，重在转变观念、治
理环境、精细化管理，怎样解决臭味、实
现污水收集、消纳污水，都需要一并统
筹考虑。”漳江街道党工委书记康少兵
如是说。

小厕所关系大民生，小空间展示大
文明。为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建设水平，
漳江街道坚持抓住党员干部“关键少

数”，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率先安
装，带头高速度、高标准、高质量地推进

“厕所革命”。
多次组织召开专题会议对“厕所

革命”有关工作进行研究部署，街道分
管负责人 10 余次到各村（居）入户听
取村民“厕所革命”存在的困难及建
议，定期开展监督检查，通报工作进
展，并将“厕所革命”任务完成情况纳
入街道人居环境整治考评体系，进行
年度绩效考核，18 个涉农村（居）全力
推进相关工作。

开展“厕所革命”，转变思想观念是
关键。漳江街道18个涉农村（居）通过

“村村响”喇叭进行宣传动员；街道农林
站多次到金凤村、高湖村实地走访、现
场踏勘，深入农户家讲解“整体二八式
三格化粪池”的好处；金凤村利用召开
脱贫攻坚屋场会的契机，向村居讲解改
厕的好处和享受的优惠政策。“当村民
了解到‘整体二八式三格化粪池’可以
实现‘三无一有’即无臭味、无污染、无
病害、有肥效，村民询问优惠政策、安装

费用和程序的明显增多。”漳江街道金
凤村党组织书记罗方其说。

针对聚居型、散户型和小规模联户
型的不同情况，漳江街道以金凤村为试
点，采取“一厕一设计、一厕一预算、一
厕一评审”的工作机制，积极探索简单
实用、成本适中、群众易接受的改厕模
式、技术和产品，最终选择无害化的“整
体二八式三格化粪池”，以沉淀及厌氧
发酵为原理进行粪便处理、污水沉淀、
悬浮颗粒分解，将农村改厕和“小果园、
小花园、小菜园”建设有机结合，既提升
了整体村容村貌，又提高了粪污资源化
利用率，形成生态良性循环。

据统计，漳江街道“厕所革命”工作
任务数是842个。截至目前，已签订协
议 842 个，签订率达 100%，厕具到货
400个，已安装107个。

“‘厕所革命’不仅仅带来文明习惯
上的改变，也带来健康效益、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进而转化为经济效益，迸发
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勃勃生机。”康
少兵坚定地说道。

小空间展示大文明
——桃源县漳江街道推进“厕所革命”纪实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扎根乡村的中小学教师评职称有专
用通道了！近日，湖南省职称改革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湖南省中小学教师系列职
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发布《印发〈关于建
立湖南省基层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的实
施意见（试行）〉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公布我省首次实施基层中小学教师
职称制度有关事项。

根据《通知》，我省将建立相对独立
的基层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体系，包括
基层中小学岗位乡村教师职称制度和
资深乡村教师职称制度。设置基层中
小学教师系列高级职称、基层中小学教
师系列中级职称。符合申报条件的资
深乡村教师都享有“直接评聘为基层高
级教师”的权利。

办法 面向乡村学校，实行总量
控制、比例单列

《通知》指出，全省首次基层中小学教
师职称评审的完成时间为2021年4月30
日以前。此外，资深乡村教师职称制度起
始实施时间为2019年10月1日，10月1
日（含）至首次实施前已办理退休手续、符
合资深乡村教师职称制度规定条件的教
师按照此实施意见执行。

基层中小学教师系列高级职称（以下
简称“基教高”）设正高级和副高级，名称
分别为基层中小学正高级教师、基层中小
学高级教师；基层中小学教师系列中级职

称（以下简称“基教中”）设中级，名称为基
层中小学一级教师。

基层中小学岗位乡村教师职称设
岗学校为县市区人民政府驻地以外的
乡镇中心区、村庄学校（含小学幼儿园、
初中、普通高中学校）。实行总量控制、
比例单列，不占当地专业技术中级、高
级岗位结构比例。其中，全省正高级岗
位总量控制在400个以内，每年度评审
通过的正高级岗位，每个县市区（其中
农村人口不足10万的区不设正高级岗
位）不超过1人；副高级、中级岗位由各
市州根据实际予以明确。

资深乡村教师职称制度的教师实
施范围包括在乡村学校从教累计满30
年的男教师、满25年的女教师，且申报
当年年底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2年、申
报时仍在乡村学校任教，目前还是中级
职称、符合评审条件标准的教师。

资深乡村教师职称认定在基层中小
学教师评审时统筹评审，单列评价认定，
不受通过比例和职数限制。评审中主要
考查申报教师的基本条件、近5年教学工
作量。对于不符合要求的，不予认定。

基层中小学正高级教师由省里组
织评审，基层中小学高级教师由市州组
织评审，基层中小学一级教师由县市区
组织评审。

目的 吸引优秀教师扎根乡村
教育

建立基层中小学岗位乡村教师职

称制度，旨在吸引一批优秀教师到乡村
中小学校任教；建立资深乡村教师职称
制度，旨在引导教师扎根乡村中小学校
长期从教。

取得“基教中”“基教高”的人员，实
行“定向评价、定向使用、定期服务”，不
占设岗学校专业技术岗位结构比例，仅
限在设岗学校聘任，且在服务期内不得
再申报参与全省统一或基层中小学教
师系列职称评审，不得调动到非设岗学
校。

《通知》要求，基层中小学中级教师
职称的服务期限为4年，基层中小学高
级教师职称的服务期限为5年，基层中
小学正高级教师职称的服务期限为 6
年。服务期满后，符合考核要求的，可
换发相应的全省统一的中小学教师职
称证书。

通过资深乡村教师职称制度取得
基层中小学高级教师职称的教师，原则
上退休前不再调离学校。

受聘对象在正常教育教学工作
之余，还要发挥在教师队伍建设方
面的作用。原则上“基教高”（正高）
受聘对象应当主持一个县级以上教
师工作坊；“基教高”（副高）受聘对
象应当主持一个乡镇以上教师工作
坊。

设岗学校主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对受聘对象的年
度和聘期的工作考核。考核不合格的，
取消继续聘用资格。

湖南日报记者 黄婷婷

“身在空中不是仙，三寸小屋把我
关，一把小凳独自坐，两个小杆儿玩一
天。”9月10日，“云端小妹”杨少奇在抖
音上发了一首小诗，她在百米高的塔吊
驾驶舱内，拍下了笼罩在绿意里、位于
山顶正在建设中的湘西机场。

这个23岁的苗家小妹，是湘西机场
道路建设项目组的一名塔吊工人。别看
她小诗写得惬意，工作却毫不轻松。

在崇山峻岭中建一座机场，配套的
道路工程必不可少，在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花垣县花垣镇老天坪村，4.89公
里的机场道路工程，全线需架起4座桥
梁。9 月 11 日，记者看到，一座座几十
米的桥墩已拔地而起，每座桥墩上均有
不少工人在进行高空挂篮施工。

记者好不容易爬上80多米的高乐
吉一桥 12 号桥墩，放眼搜寻：“云端小
妹”在哪里？平台上的工人们往最高处
一指，还得往上。

记者手脚并用，顺着垂直梯往上爬
到 105 米高的塔吊操作室。杨少奇正
坐在塔吊驾驶舱内，左右手分别握着操
纵杆，调节着塔吊的方向和吊钩的位

置。根据对讲机传来的指令，杨少奇放
下吊钩，干净利落地吊起一根3吨多重
的菱形钢梁，屏气凝神，透过脚底下的
玻璃，边观察边缓慢移动，直到安放到
指定位置后，才松了一口气，回过头对
记者咧嘴露出大大的笑容。

“常规操作，小菜一碟！”看到记者
紧张的神情，杨少奇说，从去年7月进场
施工开始，她几乎每天都要操纵着这台

“钢铁巨臂”，吊起上百吨的钢材，早已
成了业务熟手。

上下班、吃饭……杨少奇每天需要
从地面爬上百米高空好几次。疫情发
生以来，为了赶项目工期，杨少奇干脆
用塔吊将饭盒吊上来，独自坐在塔吊驾
驶舱里吃，吃完又立马投入到施工中。

“大伙都盼着家乡的机场早日建
好。”杨少奇指着底下正在施工的现场
说，“湘西有了机场，我们就能想飞哪儿
就飞哪儿了。”

原本在广东一家食品厂工作的杨
少奇，去年听说家乡建机场缺人手，立
马放弃了月入过万元的工作，报名回
乡，在工会组织下完成培训后，便成了
如今的“云端小妹”。

“给家乡建机场，劲头足得很！”湘西

机场道路项目桥梁组工人孙荣芳告诉记
者，整个项目组有60%以上的工人来自大
湘西地区，为了把因疫情影响耽误的工期
抢回来，工人们不光自己加班加点，主动
参与劳动竞赛，还带动不少在外务工的老
乡回来，共同为家乡建设献一份力。

湘西人期盼着机场早日建成，外地
工人们也全身心投入到机场建设中。

湘西机场助航灯光项目土建班组
长马忙龙是江苏人，也是湘西机场的劳
模工匠，他指着刚挖完的电缆沟说：“湘
西机场是我参与建设过的机场中难度
最大的。”记者看到，电缆沟里挖出来的
不是泥土，几乎全是坚硬的石块。

湘西机场海拔700余米，加上特殊
的地质结构，给项目施工带来了不少困
难，但在风风火火的劳动竞赛下，湘西
机场道路项目预计年底实现单幅贯通；
2.6公里长，45 米宽的机场跑道正在铺
设水稳层，11 月可完成混凝土面层施
工；跑道两旁的助航灯光项目，目前也
已完成了三分之二的进度。

湘西机场副总经理、工会主席姚本
国介绍，湘西机场航站区按 2025 年旅
客吞吐量3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450吨
的目标设计，预计明年可进行试飞。

湖南将实施基层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

资深乡村教师可直接
评聘为基层高级教师

塔吊上的“云端小妹”
——湘西机场项目建设见闻

5月 30日，岳阳
市君山区的广阔绿
地。该区加强境内
44.1公里的长江岸线
建设，通过还原堤外
滩涂生态、加固通畅
堤身、美化堤内沿线
等措施，打造“长江最
美岸线”。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湖南日报9月14日讯（记者 陈淦
璋 通讯员 彭胤武）针对近期少数房地
产开发企业存在的虚假宣传、误导消费
者购买等扰乱市场行为，9 月 10 日，省
住建厅和长沙市发改委、市住建局联合
召开会议，对相关房地产企业进行了行

政约谈、提醒告诫。
会议要求，调控的成果来之不易，

“房住不炒”的定位不会改变、也不能改
变，当前要主动维护良好的房地产市场
环境。要牢固树立诚信经营理念，加强
行业自律，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坚决杜

绝侵害群众利益的违法违规行为。
会议提出，对于虚假宣传、噱头营销、捆

绑搭售、夸大品质、误导消费者购买等行为
保持“零容忍”态度，相关房企要高度重视，
立即进行自查整改。对于拒不整改的企业、
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一经查实将顶格
严肃处罚，并将处理结果面向社会公示，实
行全社会联合惩戒。要以此次约谈为契机，
强化整改落实，采取有力措施，推动湖南房
地产市场持续平稳健康发展。

不让“身后事”变成“麻烦事”

湖南日报9月14日讯（记者 黄利飞
陈淦璋 徐亚平）华文食品今天登陆深交所
中小板，成为A股“鱼类零食第一股”。这
也是今年以来我省新增的第11家A股上
市公司。截至目前，我省有A股上市公司
达116家，居全国第十、中部第二位。

华文食品主营业务为风味小鱼、风味
豆干等传统风味休闲食品的研发、生产与
销售，是我国具有较高知名度的传统风味
休闲食品企业之一。此次IPO，华文食品

的发行价为5.02元/股，拟募资1.60亿元，
主要用于风味小鱼生产线技术改造和品牌
推广及营销中心项目建设。

据了解，华文食品自2010年成立以
来，公司通过自建原料基地、全程化冷链运
输、精细化仓储、智能化生产、全球化营销
等，成功将“劲仔小鱼”打造成年销12亿包
的明星产品，休闲豆制品跻身行业前十，相
关产品远销美国、加拿大等国家。

产品畅销带来了公司业绩的持续

增长，2017至2019年，公司分别实现营
收7.67亿元、8.05亿元、8.95亿元，年均
复合增长率为8.02%；分别实现归母净
利润0.76亿元、1.15亿元、1.18亿元，年
均复合增速为24.6%。公司2020 年上
半年营收及归母净利润也实现双增长。

今年以来，我省已有 11 家公司成
功“进军”资本市场，其中上交所主板
1 家和顺石油；上交所科创板 5 家，为
威胜信息、南新制药、金博股份、松井
股份、圣湘生物；深交所中小板 4 家，
为湘佳牧业、宇新股份、惠博普、华文
食品；深交所创业板 1 家是安克创新，
累计首发募集资金超 113 亿元。

“鱼类零食第一股”亮相资本市场
华文食品登陆深交所中小板，成我省今年第11只新股

湖南日报记者 何金燕

为了不让“身后事”变成“麻烦事”，
近年来，越来越多人选择在生前立好遗
嘱。民法典新增了两种法定遗嘱形式，
让订立遗嘱更加便捷自由；还取消了现
行法律规定中对公证遗嘱的优先效力
认定，保护了遗嘱自由，保障了立遗嘱
人的最后意志得以实现。

多份遗嘱引纠纷，究竟哪份说了
算？9月14日，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
官廖军接受记者采访，对此进行解读。
【原文】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七条规定：
以录音录像形式立的遗嘱,应当有两个
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
人应当在录音录像中记录其姓名或者
肖像,以及年、月、日。

第一千一百四十二条规定：遗嘱人
可以撤回、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

立遗嘱后,遗嘱人实施与遗嘱内容
相反的民事法律行为的,视为对遗嘱相
关内容的撤回。

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
后的遗嘱为准。

【案例】
2010年，陈老爹自书遗嘱一份，将

其名下房屋留给唯一的女儿陈某女。
陈某女在其母去世后，对陈老爹探望很
少，陈老爹的生活起居主要由其侄儿照
料。2013年，陈老爹被诊断出重病，住
院治疗期间全部由其侄儿陪护，陈某女
仅探望过两次。陈老爹于 2017 年去
世，离世前请邻居代书遗书一份，并在
村干部、族人及摄像师等在场人见证
下，将遗产留给其侄儿，整个立遗书过
程进行了现场录像并制作了视频光
盘。两份遗嘱引发纠纷，陈某女遂向法
院提起诉讼。经桂东县人民法院一审
判决认定，后一份遗书真实合法有效。
陈某女不服，提起上诉。郴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二审时，组织原被告双方调解，
亲人之间最终达成调解协议。

【解读】

体现自由原则
破解“打架”难题

“继承法律关系作为家庭关系和亲
属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完善和发展
对稳固家庭关系、亲属关系，促进社会
生活和谐举足轻重。”廖军法官指出，随
着科技日益进步，继承这件事凸显出新
问题。在现实生活中，遗嘱引发的矛盾

纠纷越来越多。民法典在《继承法》基
础上新增了两种法定遗嘱形式，即打印
遗嘱和录像遗嘱，让订立遗嘱更加便捷
自由。录音录像遗嘱这种新型的遗嘱
方式，是指以录音录像方式录制下来的
遗嘱人的口述遗嘱，其实就是视听遗
嘱。民法典明确了录像遗嘱应当符合
的要件，要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遗
嘱人和见证人都应当在录音录像中记
录其姓名或肖像以及年、月、日。

廖军分析说，上述案例中，录音录像
以及相关证据可以证实陈老爹后一次遗
书意思表示真实，遗书符合代书遗嘱的
形式要件；陈老爹的侄子对陈老爹生前
生活以及患病治疗尽到了主要的关心照
顾义务，也按习俗为陈老爹操办了丧事，
而陈某女作为陈老爹的唯一子女，对陈
老爹没有尽到子女应尽的义务。所以法
院认定后一份遗嘱真实合法有效。

“订立遗嘱后，遗嘱人认为遗嘱不
当或者有错误，或者改变主意的，遗嘱
人在死亡之前均可以撤回或者变更其
原来订立的遗嘱，这也是遗嘱自由原则
的具体表现。”廖军指出，民法典第一千
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删除了原《继承法》
第20条第3款关于“自书、代书、录音、
口头遗嘱，不得撤销、变更公证遗嘱”的
公证遗嘱优先原则，明确了遗嘱效力的
顺位，解决了多份遗嘱“打架”的问题。

对扰乱市场行为“零容忍”
省住建厅约谈少数房地产企业

勇夺双胜利
项目高质量

湖南省百万职工劳动竞赛大擂台

打开
民法典

湖南日报主办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协办

▲ ▲（紧接1版）长江大堤全线实施造林
绿化工程，不断筑牢“绿色长城”……一
幅“水清、岸绿、滩净、景美”的生态画
卷，在我省163公里长江岸线的堤内外
徐徐展开。

啃硬骨头，治生态之患。洞庭湖自
然保护区核心区，上百万株欧美黑杨全
部“清零”；张家界大鲵自然保护区，86
个水电站关停退出，实施水电站生态基
流、增殖放流等生态修复措施；湘北的
石煤矿区曾经满目疮痍，如今重披“绿
装”焕新颜……

至今年8月底，37个长江经济带生
态环境突出问题，27个已完成整改，今
年底前将完成整改36个，剩余1个确保
在明年整改到位。中央环保督察反馈
的76个整改任务，已完成整改64个；中
央环保督察“回头看”反馈的 41 个问
题，完成整改22个，4226件信访件办结
率达95%以上。

持续改善环境质量，三湘
人民的生态获得感不断增强

“湿地的燕麦草更绿更美，鸟儿经
常来觅食，江豚也出来了，这里成了动
物的天堂。”51岁的邓铁牛是土生土长
的岳阳君山人，每天志愿上君山华龙码
头保洁，话语里满是骄傲。

谁能想到，人鸟留恋的华龙湿地，3
年前还是一个建于长江岸边的混凝土
加工场，高耸的砂石传送带占据了江滩
和江面，轰隆的作业声扰乱了这里的宁
静，导致绿地消失、砂砾成堆、尘土飞
扬，鱼禽远避。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共抓大保
护、不搞大开发”的指示精神，长江岸线
专项整治、洞庭湖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全
面实施。环境被破坏的华龙码头，“变”
回了水草丰茂的华龙湿地。

从洞庭湖到湘江畔，“守护好一江
碧水”的湖南故事一直在精彩上演。

天气好的日子，宋伟和刘源就会站
在自家 28 楼的阳台上，远眺不远处的
湘江。

2013年，湘潭的环保志愿者宋伟和
妻子刘源在竹埠港排污口拍下了婚纱
照。雪白的婚纱与排口的污水，形成鲜
明对比。照片中，新人的身后，不堪重
负的湘江似乎在无声呐喊。

湘江是长江的主要支流之一，湘江
流域聚集了全省近60%的人口，产生了
全省75%以上的生产总值，却也承载了
全省超 60%的污染。保护和治理好湘
江母亲河，不仅是重要的经济问题，也
是紧迫的民生问题。

就在这一年，湖南将湘江保护与治
理定为省“一号重点工程”，连续实施三
个“三年行动计划”，力争实现湘江流域

“江水清、两岸绿、城乡美”的美好愿景。
7年来，湘江保护与治理狂飙突进，

一连串重拳出击，堵源头、治沉疴、畅河
道、调结构、建制度，治污力度之大、监
管执法之严、环境变化之大前所未有。

7年间，湘江流域关闭“散乱污”企
业 1563 家、涉重企业 1200 余家，在 33
个重点行业全面推进排污许可证制度；
88家省级及以上工业园区全部配套建
成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县级及以上城镇
生活污水、垃圾收集处理设施实现全覆
盖；县级以上饮用水水源水质全部达
标；所有县市区启动农村环境整治，畜
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达到83.3%……

湘江畔的竹埠港，关停了 28 家重
污染化工企业，土地污染修复和新城建
设都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当年的小两
口“升级”为幸福的一家四口，宋伟一家
人常会“故地重游”，当年的排污口早已
不见踪影，清清的江水边是孩子们欢快
的身影。

株洲清水塘、衡阳水口山、娄底锡
矿山、郴州三十六湾……一个个污染负
荷高、历史欠账多的重点区域“脱胎换
骨”。

以湘江为突破口，“一江一湖四水”
系统联治。洞庭湖生态环境专项整治
吹响“集结号”，启动“三年行动计划”，
十大重点领域、九大重点片区整治全面
推进，湘江流域和洞庭湖山水林田湖草
生态修复项目有序实施。

今年抗击疫情期间，省委、省政府
接连对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推动长
江经济带发展和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建
设、湘江保护和治理等作出部署与安
排。4 月 2 日，省委召开湘江保护和治
理委员会 2020 年第一次全体会议，旗
帜鲜明地提出污染防治攻坚战脚步不
慢、要求不松、标准不降，推动全省生态
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保持战略定力，三湘人民的生态获
得感不断增强。今年1-7月，全省14个
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95%，同比上
升6.8个百分点，没有一天重污染天气，
创近年我省空气质量最好纪录；水质总
体为优，全省地表水Ⅰ-Ⅲ类的优良水
质断面比例达 95.9%，同比增加 0.6 个
百分点。

坚持新发展理念，共绘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
画卷

2020年1月1日起，长江流域重点水
域相继进入为期10年的常年禁捕期。

实施长江禁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为全局计、为子孙
谋的重大决策，是扭转长江生态环境恶
化趋势的关键之举。

今年来，省委省政府多次专题部署
长江禁捕退捕工作。省委书记杜家毫、
省长许达哲多次召开会议，强调要坚决
扛起“守护好一江碧水”的重任，不折不
扣推动党中央这一决策部署在湖南落
实落地、见到实效。

全省摸清底数，建档立卡，不漏一
船一户一人，科学有序做好退捕渔船回
收处置补偿；开展声势浩大的“长江禁
捕 打非断链”专项行动。截至 9 月 11
日，全省已退出渔船 18575 艘、渔民
26071人，分别完成96%、96.4%。

在洞庭湖上打了几十年鱼的段忠
良，响应政府号召离开了水面。9月12
日上午，在沅江市为禁捕退捕渔民组织
的专场招聘会上，段忠良与沅江市鑫海
股份有限公司成功签订用工协议，成为
一名无结网挡车工，“五六千块钱一个
月，两班倒，工作8个小时，不累”。

目前，我省已帮扶 8441 名退捕渔
民实现就业，确保渔民退得出、稳得住、
有保障。

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不是对立的，
而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传统的、
粗放的、污染环境的“靠山吃山，靠水吃
水”，只要转变观念换个“吃法”，实现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就能让绿水青山变成
金山银山，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支撑点。

261家企业全部关停退出的株洲清
水塘老工业区，不仅创造了全国城区老
工业区搬迁改造试点的“株洲样本”，更
是在“阵痛”后开辟出一条绿色生态的
发展道路。

截断污染源头，实施生态修复，清
水塘整体退出重金属污染重点防控区，
湘江霞湾段水质由Ⅲ类提升到Ⅱ类，空
气综合指数实现“5连降”。

老企业找到新出路。株冶在衡阳
常宁水口山工业园的新基地达产达效，
今年上半年创近10年来最好业绩。新
产业、新动能加快布局，三一、绿地等一
批“绿色”产业项目、科技园区落子清水
塘，一座生态科技产业新城将在未来5
年内崛起，株洲迎来华丽蝶变。

在湘江的上游，东江湖水环境一级
保护区念好“生态经”，执行“最严格”的
准入制度，采取“最严格”的保护措施，
风景越来越美，游客越来越多，周边百
姓腰包也越来越鼓。

生态“颜值”转化为经济价值，生态
资源也可以科学利用。依托东江湖下
泄中下层冷水资源，总面积 4500 亩的
东江湖大数据产业园，着力打造全国乃
至亚洲最节能环保的“绿色数据谷”。

2019年11月，资兴摘得含金量最高
的“国字号”生态金牌，被命名为国家“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