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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0月8日讯（记者 徐荣 彭婷 通
讯员 靳志国 刘澜）9月29日，位于湘潭高新区
的力合长株潭科技创新领航基地项目开工。项
目总投资超 3 亿元，预计 2022 年建成，将聚焦
机器人、智能装备等领域，建设智能方案与应用
集成创新中心，打造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沿
海产业转移中心、科技要素市场和智慧园区。

作为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和
湘潭“智造谷”，湘潭高新区从搭建创新平台、完
善孵化体系、优化发展环境等方面入手，高质量
推动双创示范基地建设，培育发展新动能。该区
已拥有国家新能源高技术产业基地、全国创业
孵化示范基地等16块国家级“金字招牌”，是我
省乃至中部地区技术创新活跃、产业特色突出
的园区。

湘潭高新区投资40亿元，整合10万平方米
标准厂房，打造集创新创业公共服务平台、高端
装备研发检测中心、电子器件研发设计中心于一
体的中南地区首个院士创新产业园，已引进两院
院士6名、高层次人才68名，建成院士工作站5
个、行业顶级实验室3个，12个高端产业化项目
建成投产，为双创提供了强大智力支持。

从项目选址到基础设施改造，从院士专家
吃、住、行到项目立项审批，湘潭高新区推出一
对一精准服务。

双创离不开良好的孵化平台。在湘潭高新
区大学生创业园，有一座建筑面积近 1 万平方
米的力合星空·蜂巢众创大楼，这是园区为创客
精心打造的创业孵化基地，也是国家级众创空
间，自2017年成立以来，已对接项目400余个，
孵化产业项目48个，为双创注入强劲动力。

在院士创新产业园、众创空间等要素激发
下，湘潭高新区双创活力不断迸发。今年上半
年，尽管受疫情影响，该区仍实现社会研发经费
投入 7.5 亿元、高新技术产值 266 亿元，申请专
利275项。

湘潭高新区党工委书记李建华表示，习近平
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园区未
来发展指明了方向,今后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
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强化企业技术创
新主体地位，完善成果转化和激励机制，提升自
主创新能力，努力开拓“智造谷”发展新局面。

湖南日报记者 周勇军 姜鸿丽
通讯员 覃正文 赵新国

江河湖满，丹桂飘香。
头顶长江、脚踏洞庭、腰缠沅澧的常德，在

习近平总书记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
指引下，不断夯实“开放强市、产业立市”步履，
在这多彩的金秋，结出累累硕果。

1 至 7 月，引进省外境内资金同比增长
18.7%，增幅全省第一；第三产业回升力度全省
第一；上半年，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速全省第二；
工业企业实缴税金总量全省第二。常德市工业
经济牢牢稳住基本盘。

这些成绩的取得，得益于常德持之以恒推
进“开放强市、产业立市”战略，厚积薄发释放出
的强劲动能，展现出常德经济旺盛的生命力。

今年以来，面对严峻疫情、灾情，常德市委、
市政府带领600多万人民，统筹疫情防控、防汛
救灾和经济发展，坚决落实“六稳”“六保”政策，
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积极融入以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的新发展格局，筑牢“产业大堤”，走出了一条高
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开放引领，于危机中育新机开新局
8月中旬以来，常德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

分别带队，到昆山、深圳、北京等地，拜访战略投
资者，引进重大战略投资伙伴。从这密集的招商
活动中，预示着常德“开放强市、产业立市”战略
已向纵深延伸。

抓项目、谈项目、找项目……常德开放的大
门越扩越宽，产业发展的脚步更快更稳。常德，
这座湘西北的鱼米之乡，一改工业实力捉襟见
肘的窘境，依靠开放汇聚生产要素，驶向经济发
展的深蓝大海。

近年来，常德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指示精神，积极构建新发展格局，不断扩大对外
开放，创新开放平台，深度融入“一带一路”、长
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战略，积极夯实开
放基础；紧盯“三类500强”企业，大力引进优质企
业项目落地，加快建设常德港、航空口岸、保税物
流中心，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

▲ ▲
（下转6版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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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0月8日讯（记者 冒蕞 刘笑雪）
今天是国庆、中秋长假的最后一天。上午，省委
副书记、省长许达哲来到省政府总值班室，与省
直部门和市州以及相关企业进行视频连线，向
节假日坚守岗位的带班值班同志致以慰问，检
查值班值守、安全生产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重要讲话精神，统
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切实
抓好安全生产、粮食生产收储、禁捕退捕等工
作，推动文旅产业恢复发展，促进居民消费，奋
战四季度，实现“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

省政府秘书长王群参加。
在省政府总值班室，许达哲首先通过视频

系统，调取长益、益常等高速公路重点路段，南
岳衡山、张家界天门山、凤凰古城、长沙太平街
等景区的实时监控画面，了解车辆通行和景区
人流情况。许达哲还与张家界市、娄底市、衡阳
市、怀化市、岳阳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常
德市、邵阳市、郴州市等正在带班的 4位市州委
书记、3位市长、3位常务副市长，省应急管理厅、
省公安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
农业农村厅等省直部门带班厅领导，以及省机
场管理集团、省高速公路集团等企业的带班值
班同志进行视频连线，详细询问了假期交通、景
区、消防、生产等方面安全保障，文旅产业恢复

发展，中稻收储和晚稻生产，长江流域禁捕退捕
等工作情况。

“大家牺牲节假日休息带班值守，辛苦了！”
许达哲说，我们辛苦多一些，社会就更加和谐稳定
一些，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就更多一些。

许达哲强调，要善始善终做好假期返程高
峰的安全保障，毫不松懈抓好下一阶段交通运
输、旅游、消防、生产等重点领域安全工作，坚决
杜绝重特大事故，坚决遏制较大事故，坚决减少
一般事故，为高质量发展创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要认真总结分析此次节假日期间文旅消费情
况，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条件下旅游产业、消费
市场的恢复发展，筹备好红色旅游博览会等活
动，打造好文旅特色小镇，释放文旅消费潜力。
要不误农时做好粮食秋收生产等工作，落实粮
食安全省长责任制，着力做好中稻收储和晚稻
生产，加强粮食质量全链条、全过程管控，为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更大贡献。

许达哲强调，要奋战四季度，落实党中央决
策部署，科学研判经济形势，发挥消费、投资、出
口“三驾马车”作用，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着
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具有核心竞争力
的科技创新、内陆地区改革开放的高地，努力完
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奋力实现“十三
五”规划圆满收官。

湖南日报10月8日讯（记者 施泉江 通讯
员 文巧 刘戈洋）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
共产主义战士、原湖南省军区司令员、正军职离
休干部、老红军刘占荣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20年10月6日5时在长沙逝世，享年100岁。
今天上午，刘占荣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长沙明
阳山殡仪馆举行。

刘占荣同志逝世后，杜家毫、许达哲、熊
清泉、杨正午、刘夫生、王克英、胡彪、冯毅、毕
毅等领导和老同志均以不同方式表示哀悼，
并送花圈。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军委国
防动员部、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大常委
会、湖南省人民政府、政协湖南省委员会、湖
南省军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 73 集团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 74 集团军等机关和单
位送了花圈。

冯毅等领导和老同志参加了刘占荣同志遗
体告别仪式。

刘占荣同志 1921 年 7 月 1 日出生于陕西
延川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34 年加入少先
队、共青团，1935 年 5 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1936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战士、班长、
排长、干事、师宣传队宣传员、连队政治指导
员、营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团参谋长、团长、
师参谋长、中国人民志愿军炮兵第一师参谋
长、副师长、师长、解放军炮兵第一师师长、广
州军区炮兵副司令员、广州军区炮兵政治委

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 41 军政治委员、湖
南省军区司令员等职。1955 年 9 月被授予上校
军衔，1960 年晋升为大校军衔。1957 年荣获三
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
章，1988 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二级红星功
勋荣誉章，2019 年获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0 周年”纪念章。系第五、第六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 ▲ ▲

（下转2版②）

刘占荣同志遗像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 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刘占荣同志逝世

许达哲检查值班值守安全生产等工作时强调

善始善终抓好安全生产
奋力实现“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

湖南日报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曾鹤群

没有就业，就没有收入，就难以摆脱贫困，更
难以巩固稳定脱贫。

数据显示，截至 8 月底，全省有建档立卡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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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准对接，贫困劳动力有序转移就业
10月7日上午，在长沙市比亚迪汽车有限公

司物料车间，来自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
大安乡的 23 岁小伙田伟正在往仓库搬运物资。
他说：“我负责仓库保管。现在每个月都能拿
4500多元，挺满意的。”

去年末，田伟从广东辞职回乡发展，没想到
今年碰上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难找。3 月 1 日，他
通过比亚迪公司的面试后，当地人社部门派一辆
小车来到他家，把他接到大安乡政府停车坪，开
往长沙的大巴车已在此等候，车上坐有不少跟他
一样的贫困劳动力。

疫情暴发以来，针对贫困劳动力“不能出、不
敢出、不便出”，我省建立“765”重点企业联系制
度，动态掌握1930家重点企业用工需求，下派招
工小分队赴贫困地区招工，并精心组织“点对点、
一站式”返岗直达专车、专列，疫情期间共输送
9.5万名贫困劳动力复工。

近年来，我省还依托湖南省劳务协作脱贫综
合信息服务平台，建立全省贫困劳动力大数据
库，充分发挥人岗匹配、在线招聘、动态跟踪管

理功能，实现省、市、县、乡四级全覆盖，累计发
布企业用工信息 310.2 万条，今年来已为贫困
劳动力短信推荐岗位 4482 万条。在疫情防控
期间，紧急开发上线“湘就业”公共服务平台，
并推广覆盖到所有县市区，提供精准及时的在
线求职和招聘服务，目前已入驻招聘企业 4168
家 ，岗 位 拟 招 聘 121.32 万 人 ，累 计 访 问 量

1387.09万人次。

多元岗位开发，就业渠道更为通畅
9 月 30 日下午，在长沙县路口镇花桥湾

村的湖南湘移农林科技有限公司就业扶贫车
间，工人们正在种苗种植大棚里修枝、除草、
打药。

▲ ▲

（下转2版①）

就业扶贫拔“穷根”

湘经评

金中基

这个国庆中秋长假，疫情阴影尚未散去，又
遇连绵阴雨，却被一场场旅游演出，搅热了三湘
乡村。

在雪峰之巅的虎形山大花瑶景区，人们为看
一场演出，不顾秋到冬的季节瞬息之变，风雨无
阻从四面八方向这里涌来。

一个多月前，这场名为《花瑶喜宴》的旅游演
出，在湖南夏季乡村文化旅游节首演，就令人惊
艳、空前轰动。国庆长假到来，人们纷纷奔此而
来。每天两场表演，场场爆满。游客在参与一场花
瑶神奇婚礼中，体验花瑶独特的民俗文化，感受
花瑶挑花、呜哇山歌的迷人魅力。

五百年苗寨凤凰竹山，《竹山花开》实景剧盛
大开演。篝火点亮了苗寨夜空，歌舞沸腾了崇山
峻岭。

每晚 7 时开始演出，国庆长假一天不间断。
《苗岭风光》《春·满园春色》《夏·沐浴爱河》《秋·
鱼田欢歌》《冬·烟火人间》《大爱竹山·篝火狂欢》
等6个篇章，再现苗族同胞生动的生产生活场景
与爱情婚恋故事，把游客带到一个真实的“世外
桃源”。

无论是《花瑶喜宴》，或是《竹山花开》，堪称
湖南乡村旅游演出的代表之作。它们把山乡的生
活场景搬上舞台，将原生态的乡村文化演绎，融
入现代科技手段和元素，舞台效果既朴素生动，
又美轮美奂。

“更重要的是，互动演出增强了游客的参与感
和体验感。”打造《花瑶喜宴》的雪峰山生态文化旅
游公司实控人陈黎明，如此解释演出火爆的原因。
游客可以走上舞台，同演员们一起参与顿屁股、篝
火晚会等民族歌舞，热闹的气氛非同凡响。

这两台乡村旅游演出，可谓“小而美”。虽不
可与“魅力湘西”“天门狐仙”等大型旅游演出相提
并论，但十分适合乡村游的特点，无须大的场景和
铺张，表演的节目很接地气。长沙游客张先生说：

“慕名前来竹山景区，恰逢《竹山花开》首演，本地
农民自己当主角，讲述自己的故事，非常精彩，让
我们深深感受到了苗寨神秘的原始美。”

旅游演出的勃兴，推动旅游产业发展。可有
的景区也为养不活表演剧团而犯愁。乡村游演
出，表演者几十人，且均为当地村民或景区员工，
他们亦工亦演，无“养团”之忧。这无疑是湖南乡
村游崛起的一个新亮点。

乡村游演出“小而美”

9月24日，麻阳苗族自治县蓝凤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员工在包装鸡蛋。该公司目前养殖蛋鸡量
达33万多羽，累计带动了1500余户贫困户就业增收。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王亮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首席记者 邓晶琎

吟完《滕王阁序》，又咏《岳阳楼
记》；西子湖畔才赏人间天堂，橘子洲
头再看湘江北去……今年国庆中秋假
期，八方来客坐着高铁看遍三湘美景，
在“诗与远方”中品味湖南故事。

目前，湖南高铁通车里程达 1986
公里，居全国第 3，可通达 20 余个省
份。

坐拥“一带一部”区位优势的湖
南，正乘着高铁奔向全面小康，绘就流
动湖南的美丽画卷，奏响澎湃激昂的
奋进乐章。

“两小时高铁圈”加速形成，
旅客“说走就走”“走得好”

“坐高铁来长沙很快很方便。”10
月1日，来自广东清远的旅客欧先生和
女朋友乘坐高铁来到长沙，开启一趟

“打卡”之旅。
今年国庆假期，高铁长沙南站客

流爆满，为网红长沙迎来送往了一大
波游客。

10 月 1 日，长沙南站的旅客发送
量突破18万人次，同比增长15%，创该
站建站以来单日客流最高纪录。

2009年12月26日9时，一趟从长

沙南站发出的和谐号高铁列车，沿着
新开通的武广高铁向南飞驰，标志着
湖南由此迈入高铁时代。

穿山越岭疾如风，万里行程一日
中。11 年来，湖南的高铁网络越织越
密，承东启西、贯穿南北，不断缩减湖
南与外界的时空距离——

2014 年，沪昆高铁湖南段全线通
车，中国南北、东西两向最长的高铁干
线——京广高铁和沪昆高铁在省会长
沙形成“黄金十字枢纽”；

2018年，怀邵衡铁路开通运营，洞
口县、隆回县、衡阳县结束了不通铁路
的历史；

▲ ▲

（下转6版②）

坐着高铁奔小康

湖南日报10月8日讯（记者 孟姣燕）省文
化和旅游厅今天发布消息称，国庆中秋长假，全
省各地节日氛围浓厚，文化和旅游市场运行良
好，旅游消费需求不断释放。

8天长假期间，纳入监测的169家A级景区
和乡村旅游区累计接待游客830.1万人次，实现
营业收入 11.4 亿元，分别恢复到上年同期的
78.1%和 93.1%。其中，99 家 A 级景区接待游客
742.0 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 10.5 亿元，分别恢
复到上年同期的 76.3%和 92.1%。70 家乡村旅
游区接待游客 88.1 万人次，恢复到上年同期的

97.8%，实现营业收入 9071.4 万元，同比增长
6.68%。纳入监测的149家住宿单位接待住宿游
客 20.47万人，实现营业收入 8303.9万元，分别
同比增长 4.93%和 14.74%，床位累计出租率达
78.04%，其中民宿客栈床位出租率达89.0%。纳
入监测的 200 家文化服务单位累计接待总人
数 115.1万人次。

省文化和旅游厅介绍，假日期间全省文化
和旅游市场运行良好，无旅游安全事故，无重大
旅游投诉、无涉旅负面舆情，基本实现了假日旅
游“安全、有序、文明、舒适”的工作目标。

国庆中秋长假湖南文旅市场运行良好

旅游消费需求不断释放
169家A级景区和乡村旅游区接待游客830.1万人次，

实现营业收入11.4亿元

湖南日报10月8日讯（记者 王文隆）湾山
美丽屋场建设开始招标，红色文化广场已修建
一大半，村集体蔬菜基地大棚正紧锣密鼓安
装……国庆假期，浏阳市涉农资金整合改革试
点村、沿溪镇沿溪桥村党总支书记肖荣带着村
干部忙碌着。“以前缺少资金，这些事敢想不敢
做，现在有了每年整合的 300 万元涉农资金投
入，做起事来浑身是劲！”肖荣说。

2017 年，浏阳市率先在全省开展涉农资金
整合改革，探索建立源头整合、简政放权、集中
财力办大事的长效机制。该市择优选定 31个村

（社区）先行先试，试点村一定三年。专设机构
负责资金整合，全面整合中央和省、长沙市及
本级等涉农资金，每村每年安排 150 万元，每
年整合资金 4650 万元，实施三年整合额度近
1.4亿元。

▲ ▲

（下转6版③）

涉农资金整合改革激发乡村活力

浏阳农村集体经济年均增长30%以上

坐着高铁 看湖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