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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娜妮 胡利民 吴伟平

初冬，梅山大地生机勃发，农业基
地、扶贫车间一派忙碌，物流车辆不停穿
梭在山乡村落，运出种类丰富的农特产。

产业兴，百业旺。近年来，新化县
以实施省重点产业、县支柱产业、乡镇
特色产业和村级主导产业项目为重
点，鼓励和引导贫困农户多途径多形
式 发 展 产 业 ，促 进 增 收 脱 贫 。 2020
年，全县共实施 216 个村级主导产业
扶贫项目和 1 个省重点产业扶贫项
目，覆盖 309 个行政村，利益联结 8.8
万贫困人口。

依托不断丰富的农产品，新化扎实
开展消费扶贫，大力发展电商扶贫。一
个又一个贫困村种活“产业树”，一名又
一名贫困户融入产业链，搭上互联网

“顺风车”，奋起“拔穷根”。

产业“多路并进”
奏响田园“交响曲”

山坡上，田野里，流淌着丰收的喜
悦。

山路蜿蜒向上，石冲口镇尧岭寨村
的贫困户段跃军骑着摩托车，驶进位于
天龙山山顶的中药材基地，开始一天的
锄草工作。“在基地务工的年收入有3万
多元，我还种了 3 亩黄精，等待来年收
成！”算起脱贫账本，他喜笑颜开。

举目望去，山峰在云雾中若隐若
现，土地里埋着“黄金”——黄精。新化
是中国多花黄精主要产区，近年来，新
化县委、县政府将黄精作为重点发展的

中药材品种，大力发展黄精的种植、加
工、产品开发等一条龙产业。新化县中
药材协会副会长刘智介绍，2018 年“新
化黄精”获中国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去
年由中国林学会授予“中国黄精之乡”，
新化黄精“走红”全国。

流金的农业产业，提振脱贫的底
气。目前，新化黄精的从业人员突破10
万余人，30余个黄精产业项目与近2万
名贫困人口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带动近
万人脱贫。

梅山大地暖人心，农村奔涌新动
能。和黄精一样盛名在外的还有新化
红茶。作为百年名茶，曾与“祁红”、“滇
红”鼎足而立。2015 年，新化把新化红
茶产业列为重点农业产业培育，现已成
为一县一特、乡村振兴的重点扶贫产
业，涌现出湖南紫金茶叶、新化县天鹏
生态园等一批带动贫困户发展产业增
收的典型。

坐落于枫林街道向荣村的天鹏生
态园，茶林面积达1800亩，辐射至周边
15 个村和社区，与 402 户 1315 名农户
利益联结，去年为入股的贫困户分红30
多万元。“产业兴旺，青山绿水变‘金山
银山’，贫困户感受到真正的实惠。”生
态园负责人蔡辉华自豪地说。

紧扣产业扶贫主线，新化围绕“户

户有增收项目、人人有脱贫门路”目标，
建立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农业产业
扶贫作战指挥体系，从政策层面对农业
产业扶贫进行全方位推动；立足自身资
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确定了“3+5+2”（茶
叶、油茶、中药材三大支柱产业，肉牛、
水酒、白溪豆腐、果蔬、稻田养鱼五大特
色产业，粮食、生猪两大传统产业）农业
产业扶贫菜单。

农业强，基础牢；农村稳，天下安；
农民富，国家强。新化脱贫增收“引擎”
动力十足，通过食品加工产业的发展，

“白溪豆腐”“紫鹊界大米”“新化水酒”
“新化腐乳”等特色土货打出品牌，走出
大山，点亮贫困户的希望。

消费“热气腾腾”
架起助农“连心桥”

丰产了，产品能卖得出去吗？特别
是贫困村里的山货，能不能兑现成让农
民脸上带笑颜的“票子”？

新化想好法子、走新路子，通过创
新机制、搭建线上线下平台，动员社会

各界多方参与消费扶贫，帮助贫困群众
鼓起钱袋子。

10 月 21 日，新化举办首届消费扶
贫暨扶贫产品展示展销会，包装精美的
炉观镇红薯粉、余韵隽永的天门山寒
茶、饱满白净的紫鹊界大米等120种具
有地域特色的扶贫农产品首次“大集
合”。“热气腾腾”的扶贫产品，从稻田到
展会，从果园到餐桌，一步步成为消费
者舌尖上的美食，为新化脱贫攻坚打开
新的路径。

现场，40 家扶贫企业搭起展棚，摆
好自家“金牌”农特产，开张迎客；中国
光大集团、华菱涟钢等单位与当地扶贫
企业签订了3600万元消费扶贫协议。

消费扶贫事关贫困群众增收。新化
出台消费扶贫文件，鼓励县直单位和扶贫
结对帮扶责任人开展消费扶贫活动，支持
农产品走出去。2019年，全县各农产品
加工企业主动出击，实现产销两旺，消费
扶贫采购贫困户农产品金额达6000万
元。2020年消费扶贫金额达4.7亿元。

在线下，新化广泛动员各驻村帮扶
单位、扶贫工作队员、结对帮扶人员实
打实地开展消费扶贫，切实打通了产业
扶贫的“最后一公里”，并在每一个行政
村都建立了电商网点；在线上，全县 64
家农业企业成为消费扶贫市场主体，

184 个农产品通过扶贫产品认定，消费
扶贫实现产销两旺，扶贫产业产值节节
攀升。

通过大力发展扶贫产业和消费扶
贫，新化增强广大贫困群众特别是山区
农民的增收致富能力，全县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由2016年的7174元增加
到2019年的9838元，年均增长11.1%。

在新化电商产业园内，拥有390多
万粉丝的主播“湘妹心宝”正在准备下
一场农产品直播。这个出生于维山乡
农村的“90后”女孩用“短视频+网红营
销”的方式助推农产品出村进城，同时
展示犁田、种菜、耙田、插秧等传统农
活，为新化的脱贫工作贡献一份力量。

线上线下“双轮驱动”，新化的扶贫
产品越来越火，参与消费扶贫的“朋友”
越来越多。电商产业园目前进驻46家
电商企业，并结合“电商企业+基地+合
作社+贫困户”大力精准帮扶，实现农产
品网销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新蓝图已经绘就，新征程即将开
启。走出产业“特色路”，新化消费扶贫
热，“山货”销得火，贫困群众的钱袋子
越来越鼓。

——新化县走出产业发展特色路纪实

精准开“方子”鼓起“钱袋子”

10 月 21 日，
新化县举办首届
消费扶贫暨扶贫
产品展示展销会，
40 家消费扶贫市
场 主 体 120 个 产
品参展。

邹娜妮 摄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张为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11 月
14 日，2020 全球候鸟跟踪守护行动
组驶抵山东东营市黄河三角洲。这里
的候鸟动辄数以万计，场面之壮观，
让人叹为观止。

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位于黄河入海口，总面积 1045 平方
公里，是东北亚鸟类迁徙路线上重要
的中转站。保护区内迁徙、中转、栖息
的鸟类有368种，每年在这里越冬、繁
殖、栖息的鸟类达 600 余万只，被誉
为“鸟类的国际机场”。

7 时许，湖南志愿者周自然和江
西摄影家王榄华拐进河口区一个名
叫“十八户屋子”的村庄。周自然突然
停车，惊喜地叫道：“快看，白头鹤！”

就在他们右前方的麦地里，一群
白头鹤正在觅食。他们架起长焦狂
拍，“是 3 个家庭，有 6 只成年鹤、3 只
幼鹤。”

镜头缓缓向前推移，他们又看到
3 只白鹤、3 只灰鹤。其中一只灰鹤试
图接近白鹤一家，被白鹤不断驱赶；
但是，灰鹤像是觉得白鹤那里的食物
更多，总是不愿离开。而它的另外两
名家庭成员，则无动于衷，安静地在
另外一处觅食。

“这里鹤很多！”周自然在对讲机里通报。鸟类
专家周海翔，摄影家徐谭、冯景智、李剑志、李振文
等赶了过来。

辽阔的平原上，冬小麦已长出一指高，麦地一
片碧绿，一棵大树遥遥立在阳光下。周海翔指着大
树告诉记者，2018 年，就在树底下发生了一起 8 只
白鹤中毒事件。现在，鹤类又在这个地方栖息。

记者觉得，鹤一点也不记仇，还傻得可爱。“只
要是没有人为投毒，这个地方就是安全的。”周海翔
道。

正说着话，两群豆雁排着不同队列从西北方向
飞过来。“这里的雁可真多！”摄影家王敏自言自语。

“就这个区域约 1 平方公里的麦田内，共发现
560 只白鹤、300 多只灰鹤和 700 多只大雁。”周海
翔对发现的候鸟进行初步统计。王榄华补充道：“我
数了两遍，有 56 只幼鹤。这说明达到了 10%的成幼
比，这群白鹤今年的繁殖成功率比较高。”

出村路上，周海翔、周自然遇见一位名叫许孝
进的大爷，下车与大爷寒暄：“地里这么多鸟，您认
识吗？”

“认识，有白鹤、大雁、天鹅。”
“候鸟会影响小麦生长吗？”
“它们会吃小麦。但我们不赶它，开春后小麦会

长得更好。”许大爷乐呵呵地说。
周自然拿出“跟着大雁去迁徙”宣传册，给许大爷

介绍候鸟跟踪守护行动的意义，请他一起守护鸟儿。
这时，一群大雁“嘎嘎”地从头顶飞过。“别看你

们在这里叫得欢，最终还是要回到洞庭湖。我们就
是来接你们的。”岳阳电视台记者严钦海把大雁都
拍进镜头里，还跟大雁说上了悄悄话。

“黄河三角洲地大物博，候鸟的地盘大、食物丰
富。当地农业生产大面积采用机械化，不仅使人类
活动频率大大降低，机械化收割作物还能在地里残
留较多的粮食颗粒，给候鸟提供了丰富的越冬食
物，可谓一举两得。”观鸟之余，岳阳市江豚保护协
会王相辉不禁思考起如何在洞庭湖区同样实现“三
农”与候鸟共存的和谐状态。

下午，车队深入黄河入海口湿地。奔腾的黄河
每年携带10多亿吨泥沙，在这里形成13.8平方公里
的新的冲积平原。

平原之上，芦花荡荡，大雁、灰鹤、白鹤、丹顶
鹤、东方白鹳等成群结队腾空飞翔，叫声此起彼伏，
志愿者们“乐不思行”。为了不惊扰鸟儿，大伙把自
己伪装成了“特种兵”。

夜色渐渐笼罩湿地，一群又一群白鹤和大雁往
核心区方向飞翔。“他们要回家过夜啦！”周海翔静
静望着白鹤，知道它们将在湿地深处找到最安全的
家……

湖南日报11月14日讯（记者 郑
旋）今天下午，第六届中国民营企业合
作大会举行高峰论坛。论坛以“创新驱
动迎挑战 合作赋能开新局 ”为主
题，邀请黄奇帆等6位专家学者、民营
企业家发表主旨演讲，为民营经济和
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献智献计。

以《经济新格局与民营经济发
展新机遇》为题，中国金融四十人
论坛学术顾问、复旦大学特聘教授
黄奇帆分析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
发展格局对国民经济及民营企业
发展的战略意义。第十三届全国政
协常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原副局

长马正其针对优化营商环境，提出
了7个方面的建议。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大
力优化营商环境，为民营企业发展创造
了良好条件。民营企业助力中国经济发
展不断孕育新增长动能的同时，随着
5G、云计算、AI、大数据、物联网等新兴
数字技术的崛起，民营企业发展也面临
着更多机遇。

“无处不在的计算，随时随地的
智能，AI深入金融、交通、医疗、能源
等传统行业应用，为企业业务与服务
带来了更大的想象空间。”在百度副
总裁李硕看来，人工智能将催生更多
新兴产业，为民营企业发展赋能。

新产业、新技术应用，离不开创新探
索。北方信息控制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国兵器北斗应用研
究院院长柴玮岩通过介绍北斗系统在市
政管理、交通服务、防灾减灾、应急救援、
安保安防等诸多民生领域的广泛应用，
充分展示了军民科技融合、科技创新的
重大成就。

此外，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总会计师、国药集团财务公司董事
长杨珊华，太平洋建设董事局主席、
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副会长严昊也
分别从企业所有制改革、企业文化
建设等不同方面提供经验分享，为
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力量。

创新驱动迎挑战 合作赋能开新局
第六届中国民营企业合作大会高峰论坛举行

湖南日报记者 黄婷婷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靠的是几
十年的经验。如今，一台具有大数据
分析能力的面诊仪，也许相当于看中
医。

11 月 14 日，第六届中国民营企
业合作大会在长沙开幕，会上设置长
沙投资环境暨项目展，老百姓大药房
便带来了这么一台仪器，不少人排着
队等待“面诊”。

将下巴和额头固定在面诊仪上，
闭上双眼，灯光闪烁，捕捉脸部细纹、
斑点、红血丝等状况，短短 3 秒，结果
出炉。

“面诊”结果实时在公众号的个人
信息中更新，参与体验的陈先生似乎
有一些脾胃上的问题，检测报告不仅
对面部每个细节所反映出的身体状况
进行了分析，还贴心地给出改善建议。

“中医面诊仪首批面向老百姓大
药房集团旗下百杏堂名医馆使用，免
费 满 足 市 民 对 中 医 问 诊 的 基 本 需
求。”老百姓大药房集团党委书记、总
裁助理刘道鑫告诉记者，老百姓大药
房这次引进的“中医智造”产品在展
会亮相，未来也将继续打造科技驱动
的健康服务平台，借助数字化的力量
为市民提供更齐全、更温暖、更专业
的服务。

爱尔眼科市场专员赵杰则表示，他
们“搬”来了一个眼科专家团。

专家团在哪里？赵杰用手持眼底
照相机给记者的左右眼底拍了照，上
传到爱尔眼科开发的目邻眼健康管
理系统，5分钟不到，北京一名眼科医
生便发来了初步诊断。

“不用懂眼科，也能帮病人做初步
筛查。”赵杰说，为了让乡镇也能享受到
优质的医疗资源，爱尔眼科目前已在全
国 70 多家爱眼驿站投放眼底检查设
备，只需接入目邻眼健康管理系统，就
有眼科专家在线坐诊。

同样给基层医疗带来便利的，还
有三诺生物新研发出的便携式全自
动多功能检测仪。

肝功能、血脂常规、肾功能、消化
系统筛查……这一长串检测项目，若
是以前，不花费个半天估计很难完成。

“最快 10 分钟，这些检测可一次
性全部完成。”三诺生物基层医疗销
售部华南区大区经理刘俊说，检测仪
快速易用，单次测试成本低，非常适
合在社区医院和乡镇卫生所投入使
用。

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圣湘生物
的快速核酸检测分析仪，最快仅 8 分
钟即可输出检测结果。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市
场部产品经理陈小军说，该设备目前
已在全球 140 多个国家投入使用。在
这台分析仪的基础上，圣湘生物还研
发出可同时检测4个样本的“升级版”
分析仪，即将投入市场。

湖南日报11月 14日讯（记者
郑旋 唐璐）今天上午，第六届中
国民营 企 业 合 作 大 会 主 体 活 动
之 一 ——长沙市投资环境推介及
合作项目签约仪式，在梅溪湖国际
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举行。现场，
京东南方科创总部、费森尤斯梅溪
湖国际医院、雪松控股中南区域总
部经济聚集区、南京贝迪 5G 新材
料生产基地等21个项目集中签约，

总投资额达352.97亿元。
本届中国民营企业合作大会

上，长沙市从自身的交通区位、产
业基础、营商环境等方面，推介了
打造全球高端装备制造业基地、内
陆地区高端现代服务业中心、中非
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和中部地区
崛起增长极的发展战略，吸引了与
会嘉宾与客商的关注，也取得了丰
硕的合作成果。

今年以来，面对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的大考，长沙市统筹推进
疫情防控和招商引资工作，创新
招商方式方法，进一步聚焦民营
经济和产业链建设，积极开展线
上招商、屏对屏招商。1 至 10 月，
长沙市新引进重大招商项目 128
个，总投资额 1988 亿元；引进“三
类 500 强”项目 86 个，总投资额
796 亿元。

长沙21个重大项目签约
总投资352.97亿元

洞庭长江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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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全球候鸟跟踪守护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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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中国民营企业合作大会签约重大招商项目31个，总投资额392.47亿元——

迸发澎湃发展动能

11月14日，嘉宾在民营企业（科技）创新成果展上体验VR影院。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神奇智慧医疗 全新就医体验

湖南日报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黄欣芳 谭世开

湘江潮涌，群贤毕至。11 月 14
日，第六届中国民营企业合作大会

（简称“民企大会”）在长沙举行。
1500 余名政界、学界和企业界嘉宾
齐聚湘江之滨，展示民企创新发展新
成果，共话民企发展新机遇。

据统计，本届大会期间签约重大
招商项目 31 个，总投资额 392.47 亿
元，项目数量、质量、投资额均超过往
届大会。

疫情防控之下，一年一度中国民
营企业界的盛会落户长沙，湖南经济
如何以韧性和活力拥抱各方宾客？

大会落户长沙，展现别样精彩

中国民营企业合作大会，系中国
个体劳动者协会2015年创办的一项
全国性品牌活动，致力凝聚全国个私
协会系统力量，服务区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大会集投资、贸易、技术、知识
产权等多项交流合作活动于一体，已
连续成功举办5届。

今年，不少民营企业凭借在供应
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创新，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实现企业自身逆势发展。

我省民营企业表现尤为抢眼。此
次参加大会的长沙爱尔眼科医院，在
遭受国内外疫情冲击的情况下，放大
自身优势，今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
营 业 收 入 85.6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0.78%；实现归属净利润 15.46 亿
元，同比增长25.60%。

在大会民营企业（科技）创新成
果展区亮相的澳优乳业，通过敏捷调
整市场策略、加大产品科研创新投
入、加强产品组合和线上服务建设，
今年前三季度营收 57.58 亿元，同比
增长22.8%；实现利润29.06亿元，同
比增长19.1%，营收净利双双增长。

在一个个“逆势增长”故事的背
后，是乘风破浪的长沙民营经济。

11月5日，湖南省百强民营企业
排行榜发布，新华联、三一、蓝思科技

等 51 家长沙企业入围，营业收入总
额、资产总额、税后净利润总额分别
占比 53.05%、56.82%、64.67%，均占
据半壁江山。

“长沙是民营经济发展的沃土，
呈现出传统与现代产业加速融合的
态势。民营企业合作大会在长沙举
行，相信能展现别样的精彩，取得更
好的合作成效！”中国个体劳动者协
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庹登夫表示。

以“创新驱动迎挑战，合作赋能
开新局”为主题，本届大会聚焦新经
济、新模式、新动能，通过一批优质、
高成长性的民营科技企业创新成果
的展示及创新经验的分享，推动促进
上下游、企业间、企地间等合作，为经
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合作成果丰硕，迸发强劲动能

民企合作大会，达成哪些重大合
作？

大会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
届大会期间签约重大招商项目 31
个，总投资额 392.47 亿元，涵盖智能
制造、生物医药等多个领域，与往届
大会相比，项目数量、质量、投资额均
创历史新高。

“投资7亿元，占地48亩，期待发
展共赢！”广东依讯诺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吴志勇告诉记者，在广东
打拼多年，他一直想回家乡湖南投资
兴业，这次终于迈出关键一步。其公
司与长沙金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签
署依讯诺康复器材研发生产基地项
目。

本次签约的京东南方科创总部
项目，由世界 500 强京东集团投资
50 亿元，选址湖南湘江新区洋湖片
区，建设全国首个定制设计开发的京
东超级体验店。

成立于1912年的德国费森尤斯
集团，在 2020 年《财富》世界 500 强
中位列 313位。绿地集团在梅溪湖二
期开发的国际康养城项目，将引入费
森尤斯旗下奥美德公司，共建梅溪湖
国际医院，总投资13.5亿元。

面对疫情大考，长沙聚焦民营经
济和产业链建设。今年1-10月，长沙
新引进重大招商项目128个，总投资
额 1988 亿元；引进“三类 500 强”项
目86个，总投资额796亿元。

“长沙的交通区位、产业基础、投
资环境等吸引力十足，我们将加大在
湖南的投资力度！”来自广东的福能
东方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莫伟红表示，公司是从事锂电池自
动化生产线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上市

公司，已与湖南桑顿新能源有限公司
等建立合作。

良好的资源禀赋，让长沙迸发强
劲的发展新动能。目前长沙市场主体
总量达 113.18 万户，较商事制度改
革前增长 184.06%。其中，民营企业
39.18 万户，个体工商户 72.35 万户。
万人市场主体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数、上市公司总量、智能制造领域企
业总量，均居中部省会城市首位。

优化营商环境，实现更高质
量发展

“公司专注于高强度紧固件研发
与制造，产品主要应用于风电、工程
机械、轨道交通、船舶等工业领域，远
销美国、西班牙、印度、巴西等国家。”

在本届大会民营企业（科技）创新成
果展区，湖南飞沃新能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简称“飞沃科技”）展台负责
人张永恒正和客商愉快交流。

“营商环境好，企业发展快！”飞
沃科技获得客人频频点赞，现场达成
一批意向合作。成立于 2012 年的飞
沃科技，矢志“为中国做好一颗螺丝
钉”，加速向以“精益数字化”为核心
的智能制造转型升级，收获了国家工
信部“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企业”“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等荣誉。

“此次参会感受很深，湖南营商
环境非常有竞争力。”珠海冠宇电池
股份有限公司政府事务经理杨成珠
说，长沙推介的打造全球高端装备制
造业基地、内陆地区高端现代服务业
中心、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的发
展战略，很受客商关注，相信会有更
多企业前往投资。

湖南“放管服”改革持续深入，
开 放 的 大 门 越 开 越 大 ，民 营 企 业

“朋友圈”不断扩容，高质量发展有
了更多机遇。湖南省市场监管局局
长向曙光介绍，全省深化“多证合
一”改革，动态更新“多证合一”目
录，推进“证照联办”升级，继续降
低企业准入成本。推进“放管服”改
革向纵深拓展，支持湖南自贸试验
区建设，助力湖南打造内陆地区改
革开放的高地。

目前，湖南约 60%的经济总量、
60%的税收、70%的技术创新、70%
的进出口总值、80%的就业岗位，由
民营经济创造。民营和中小企业户数
占全省企业总数的99%以上，民营高
新技术企业占全省高新技术企业
90%以上。

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民营企业
作用不可替代，也将有更多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