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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决胜市州巡礼

湖南日报记者 曹辉 欧阳倩 朱定

又是一年秋色好。
9 月 16 日至 18 日，在决战脱贫攻

坚、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节
点，习近平总书记又一次来到湖南，来
到长沙，希望湖南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
闯出新路子，奋力谱写新时代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湖南新篇章。总
书记的重要指示、殷殷嘱托，为湖南、为
长沙未来发展擘画了一幅壮美的蓝图。

从“七里之城”到现代都市，从经济
总量不足 20 亿元，一举飞跃到万亿俱
乐部；连续 12 年获评中国最具幸福感
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稳居中部
省会城市首位；率先成为湖南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达标市，为全省树立标杆和样
板……近年来，迈向全面小康的长沙，
坚定，沉稳。奔跑的长沙，活力四射正青
春。

读山：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
乌龙山下，宁乡市资福镇珊瑚村。

天微亮，贫困村民谢华就在园子里忙开
了。舒缓的山坡两旁，烟田整齐划一，一
垒垒烘干的烟草整齐码放；水稻田里，
小龙虾浅底游翔，果树林里，金色果子
若隐若现……这些由谢华或承包或自
有的园子，加起来每年能带来 15 万元
收入。谢华笑着说：“累是累点，但日子
有奔头！”

2015 年以前的浏阳、宁乡等地偏
远山区，还有着近 15万贫困户。山道弯
弯，拖缓了基础设施建设，也阻挡了客
商投资脚步。枕着山色入梦，大山茫茫，
满眼青翠皆寂寥。

与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不同，长沙属
“插花贫”：84 个省定贫困村的贫困户，
只占全部贫困户的30%，70%的贫困户

“插花”分布在非贫困村。
修路、建房、扶产业等，长沙摆开一

处处脱贫战场。大山陆续迎来了帮扶队
员。他们走村入户，引导中老年人养牛
羊，鼓励留守妇女在扶贫车间灵活就

业，引进社会资源回乡投资，协助村集
体办起光伏等新兴产业项目……

山还是那些山，山中风景早已大不
同。

不少山区村贫困户告别深山，挪出
穷窝。2017年初，长沙县高桥镇贫困户
罗忠海和其他贫困户拎包入住，搬进了
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自来水通
了，小孩离学校近了，超市和医院就在
家门口，这是我们梦想的生活。”罗忠海
说。“十三五”期间，长沙易地扶贫搬迁
完成1078户3481人。

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胡衡华
说：“长沙不撒胡椒面，而是采取‘一村
一策、一户一法，工作到村、扶贫到户’
的做法，并打出产业扶贫、旅游扶贫、易
地搬迁、危房改造等 14个专项扶贫‘组
合拳’，取得了显著效果。”

截至目前，长沙共有 14.98 万名贫
困群众摘掉贫困帽、所有贫困村提前脱
贫出列，贫困人口年均纯收入 5年来提
高了3倍多。

武陵山脉腹地，距离长沙近 500公
里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是
长沙脱贫攻坚“第二战场”。

虽隔山隔水，却情同手足。从 1994
年至今，长沙 19 个后盾单位与龙山县
17 个乡镇“结对子”，11 批次 100 余名
长沙干部赶赴龙山，脱贫攻坚“接力棒”
传了26年。

从紧锣密鼓实现工程项目，到推动
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实现全覆盖，这 26
年是龙山实施项目最密的一段时间。通
过援建长沙路、岳麓大道、村组道路等
项目，加速了龙山城镇化进程。2019
年，龙山城镇化率达到 44.2%，农民人
均纯收入比1994年增长13倍。

从政策输血到自我造血，这也是龙
山历史上经济增长最快的26年。788个
帮扶项目、9.26 亿元帮扶资金注入，全
县生产总值由 2013 年 55.18 亿元增加
到2019年94.94亿元；产业结构日益优
化，第三产业支撑作用凸显。

今年初，龙山县摘帽退出贫困县。

长沙在武陵山脉腹地铸就的这块
丰碑，深深镌刻在龙山父老乡亲心中。

听水：寻芳湘水滨，光景日日新
没有谁能抵抗一条河流的亲近。
长沙母亲河——浏阳河，从大围山

奔腾而出，蜿蜒流过5个县（市、区）、30
个乡镇（街道）、102 个村（社区）。伴随
着长沙城市化进程加快，浏阳河被污染
浇头盖面。

一场生态保卫战在浏阳河畔打
响——关停整改沿线排污企业，拆除违
法建筑，完成河岸景观建设。浏阳河清
秀面庞逐渐清晰。

为呵护湘江长沙段及浏阳河、捞刀
河、沩水、沙河、龙王港、靳江河这“一江
六河”，长沙建立市、县、乡、村四级河长
制体系，凝聚治水兴水管水合力。关工
厂、清河道、提水质、美两岸……如今，
河边芳草萋萋、渡船往返、水鸟翻飞，恰
似水墨图徐徐舒展。 ▲ ▲

（下转3版）

山水洲城正青春
——决战决胜全面小康的长沙画卷

湖南日报10月6日讯(记者 刘银
艳 通讯员 曾鹤群 喻晓雨)今年以来，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给贫困劳动力就业
脱贫造成的冲击，我省全力推动贫困劳
动力稳岗就业。截至 8 月底，全省在法
定劳动年龄范围内的建档立卡农村贫
困劳动力 254.6 万人，其中有就业意愿
的201.3万人，已转移就业201万人，占
比 99.8%，就业总人数较去年底增加
10.3万人，人均月工资达2733元。这是
记者在日前召开的全省就业扶贫工作
现场会上了解到的信息。

用心用力促“返岗”，推动贫困劳动
力有序复工。疫情防控期间，省人社厅

会同省扶贫办建立“一单四制”机制，依
托全省农民工返岗服务工作专班和人
社服务专员，强化“点对点”服务，推动
全省贫困劳动力返岗复工。全省累计

“点对点、一站式”直达输送 9.5 万名贫
困劳动力，推动全省待复工贫困劳动力
在4月初实现了动态清零。

千方百计促“拓岗”，推动贫困劳动
力转移就业。充分发挥扶贫“小车间”等
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的“大作用”，引导
贫困劳动力在家门口就业，全省扶贫车
间今年以来逆势增加 1390 家，达到
4353家，吸纳贫困人口5.3万人；全省建
成就业扶贫基地1015个，开发扶贫专岗

3935个，定向招聘3.6万名贫困劳动力；
积极开发一批扶贫公益性岗位和临时
性过渡岗位，目前全省共兜底安置贫困
劳动力12.9万人，较疫情发生前增加了
7.3万余人；省级层面先后与广东、福建、
浙江签订劳务协作协议，强化有组织劳
务输出，全省共建立劳务协作对接机制
859个，全省贫困劳动力有组织劳务输
出人数达到110.7万人。

全力以赴促“稳岗”，推动贫困劳动
力稳定就业。加大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力
度，帮助企业稳定岗位，今年来发放稳
岗返还资金9.5亿元，惠及参保单位3.8
万家。

湖南日报10月6日讯（记者 周月
桂）近年来，我省软件产业呈现快速发
展态势，以长沙为主的核心聚集区逐
步形成。“2020 湖南软件产业高质量
发展论坛”日前以线上线下同步进行
的方式在长沙举行。

本次论坛主题为“数字经济 软件赋
能”，由中国软件行业协会、省工业和信
息化厅指导，省软件行业协会主办。会
上，湖南省软件行业协会发布了“2019湖
南省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50强”
榜单，同期还发布了《湖南省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发展蓝皮书（2019-2020）》
和《湖南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人力
资源薪酬白皮书（2019-2020）》。

《蓝皮书》显示，2019年湖南省软件
和信息服务业发展呈现出稳中向好的运
行态势。产业规模稳步增长，软件和信息

服务业营业收入984.7亿元，同比增长
31.08%，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5个百
分点，实现利润90.2亿元。产业集群逐步
形成，2019年湖南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以长沙为主的核心聚集区已形成，
软件业务收入占比达76.5%；中电软件
园、芯城科技园为代表的专业化产业园
正逐步成为“湖南名片”。人才队伍不断
壮大，从业人员10万人，比2018年同期
增长38.27%。产业融合成为引领变革的
重要力量，工程（技术）中心、重点实验室
创新平台等比2018年新增34家。

《白皮书》显示，软件人才已经成
为软件产业发展的关键，并正向新型
复合型人才转化，湖南人才优势不断
增强，全省 108 所高校开设计算机及
相关专业，每年培养大学本科及以上
毕业生超过50万人。

全省贫困劳动力已转移就业201万人
占有就业意愿的99.8%，人均月工资达2733元

我省软件产业集群逐步形成
软件人才优势不断增强

湖南日报记者 宁奎

赏美景、逛集市、观民俗……10月
6 日，虽然张家界气温下降，但旅游热
度未降，当日，33.64 万人次游客畅游
山水人文，恢复到去年同期的83.93%，
旅游收入 2.44 亿元，更是恢复到去年
同期的95.31%。在抖音、快手，微博、微
信等各种媒体通道，“张家界美景”在
赢来惊叹的同时，“张家界体验”也博
得了众多点赞。

优质的“张家界体验”背后，是张
家界各级部门与旅游从业者共同的
努力——在市旅游指挥调度中心，他
们紧盯大数据分析，联络景区调控游
览人数；在各门票站，他们紧张有序放
行，确保接待、防控两不误；在旅游沿
线，他们热情服务，随时响应游客需
求……

“用辛苦指数换取游客的幸福指
数、安全指数。”“十一”黄金周期间，张

家界市委书记虢正贵深入到旅游接待
及安全生产的多个环节，为工作人员
加油鼓劲。同时，他要求大家落实落细
各项工作措施，确保实现假日旅游“安
全、有序、文明、舒适”的工作目标。

假期，疫情防控仍是张家界的首
要工作。在做好日常防控工作的同时，
张家界所有景区均执行不超过核定最
大承载量的 75%的政策，对重点旅游
区、大型文化活动场所等人员密集区
域采取限量、预约、错峰等多种方式调
控人员数量，并随时做好应对突发情
况的准备。

“400 多名医护人员、后勤人员组
成的‘旅游医生’志愿服务队，专门为
游客提供医疗服务。”全国抗疫先进个
人、张家界市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粟
仲锐说，“旅游医生”布点铁路、航空线
路进出口，成为黄金周假期责任最重
的“迎宾员”。 ▲ ▲

（下转2版③）

用辛苦指数换取游客的幸福指数、安全指数——

“张家界体验”令游客欢心

湖南日报10月6日讯（记者 彭雅
惠）今天，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
发布消息称，我省首例外企税费预约
定价安排执行期间，签约外资企业获
得税收减免近千万元，在湘投资信心
极大增强，成功续签新一轮预约定价
安排，稳定在湘投资。

据介绍，跨国企业在我国开展关
联业务，可将其与境外关联企业之间
的货物销售、劳务提供、无形资产转让
等内部交易所涉及的定价原则或计算

方法，向税务机关报告，经磋商，企业
与税务部门可预先确定该企业在未来
一个固定时期内关联交易的定价及相
应的税收问题，这就是预约定价安排。
省税务局介绍，预约定价安排可使跨
国企业避免国际税收争议，帮助企业
防范税收风险，稳定经营预期，税务机
关还可通过预约定价安排加强税源分
析，降低税收征管成本，有针对性优化
营商环境。 ▲ ▲

（下转2版①）

湖南稳投资又推新举措
首例外企税费预约定价安排获续约

湖南日报10月6日讯(记者 刘跃
兵 通讯员 何文)10 月 5 日，双牌县何
家洞镇倪家洞村山间，枫叶渐红、野果
金黄、山花灿烂，如同一幅多彩的蜡染
画。广东游客郑东云等赞叹不已，用专
业相机拍下一张张美照。

倪家洞村村头，村民李九妹忙着
招呼游人，不到 1 小时，一筐野菜饼卖
光。村民蒋汉文说，没想到，这山旮旯
也成了旅游景点。

原来，何家洞镇是省际边界口子
镇，与广西全州县东山瑶族乡接壤。过
去，基础设施落后，镇上到县城要近 4
个小时，大部分村不通公路，严重制约
了当地经济发展。

何家洞镇党委书记蒋文博介绍，
近年，该镇认真实施省际边界口子镇
建设三年行动计划，特别是借精准扶
贫的东风，改造了镇里连接县城、广西
全州等地的公路，还硬化了 32 公里村
组公路。新建一批移动通讯基站，结束
了贤源村、槐树脚村等村组网络不佳
的历史。

网络改善，何家洞镇秀丽的风光
通过互联网传出去，逐渐为外面的人
们所知。交通好了，游客越来越多。目
前，全镇发展 5 个旅游特色村、16 家
农家乐和旅游小商品店，今年“十一”
长 假 头 5 天 ，接 待 游 客 量 同 比 增 长
6%。

边界口子镇游人多
图① 10月6日，蓝山县毛俊镇毛俊水库枢纽工程建设工地，施工人员在忙碌施工。国庆中秋长假，该项目施工方在全面落实安全措施

的前提下，组织施工人员加快推进水库建设，确保如期完成建设任务。 杨雄春 摄

图② 10月6日，国道G234线新田县新安大桥建设工地，工人坚守岗位抓紧施工。国道G234线是新田县东部贯穿南北的一条重要干
线，总里程30.753公里，预计今年底全面通车。 刘贵雄 摄

图③ 10月6日，嘉禾县经济开发区金松汽车有限公司，工人在焊接加工汽车车厢零部件。国庆中秋长假期间，该园区各企业加班加点赶
订单、忙生产，力争把疫情耽误的时间夺回来，确保在年底前如期完成生产任务。 黄春涛 摄

湖南日报10月 6日讯（记者 肖军
通讯员 周晓鹏 伍交才）连日来，溆浦下
着绵绵细雨，但各大重点民生项目工地
却并未停工，建设者们放弃假期休息，坚
守项目工地，加班加点赶工期。

“大干苦干实干一百天，全力以赴抓
项目兴产业。”溆浦县把项目建设作为

“六稳”“六保”工作的主要抓手，全力推
进项目建设“创先争优百日大会战”行
动。该县县委、县政府制定具体实施方

案，落实县领导对口联系重大项目制度，
对重点项目实行一周一调度。国庆中秋
假期，该县要求在保证安全质量的前提
下，项目建设不停歇。

10 月 6 日，红花园工业园里一派繁
忙的建设景象。园区二期标准厂房、配套
设施建设和产业链升级项目正如火如荼

推进。与之相隔不远的健乐美体育用品
生产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也在全力以
赴抢抓进度,项目经理唐孝奇介绍，该项
目计划总投资8000万元，建成后可年产
100 万套体育用品生产线，营业收入 1
亿元左右。整个项目预计年底完成建设
并投产运行。

国庆前夕，该县就有一批重大项目
集中竣工开工，县自来水厂二期、城西北
加压站及管网工程，县城市供水提质改造
建设工程、县国有煤炭企业工矿棚户区改
造项目同步启动建设，掀起了新一轮项目
建设热潮。国庆假期，记者走访县自来水
厂二期工地，只见施工人员挥洒汗水，吊
机挖机繁忙作业，渣土车辆来回穿梭。工
人们纷纷表示，献给祖国最好的礼物是早
日完成项目施工，建设好家乡。

溆浦项目建设假期不停歇

湖南日报10月6日讯（记者 张佳
伟 通讯员 肖薇）邵阳“智造”再添生力
军。10月5日，国家数控系统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邵阳分中心、数字制造装备与
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邵阳分室，在邵阳
先进制造技术研究院揭牌成立。

由国家科技部批准成立的国家数
控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是国内高
档数控技术的基础理论研究、应用基
础研究、高档数控系统研发、国际学术

交流与合作的核心机构，是国内高档
数控技术创新源头，代表国家核心竞
争力。近年来，该中心多次主持国家重
大专项等科技计划项目。

由国家科技部批准成立的数字制
造装备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是目
前国内数字制造研究领域最重要的应
用基础研究、高端装备研发与应用、高
层次专业技术人才培养、国际学术合
作与交流的基地。

▲ ▲

（下转2版②）

邵阳“智造”再添生力军

7月 30日，长沙市
经开区铁建重工厂区
内，盾构机生产热火朝
天。

湖南日报记者
范远志 摄

坚守
岗位

①①

②②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