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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庭湖畔的沅江市城乡道路，“戴

帽工程”让摩托车电动车驾乘人平安出

行；清晰醒目的交通标志标线，让人们

出行的安全感增强；乡村公路防护栏、

路灯照明，为群众出行保驾护航；对“两

客一危一校一货”车辆严格检查，增加

了安全系数……

在益阳市开展的社会面治安问题大

整治“百日攻坚”行动中，沅江市公安局

深化交通问题顽瘴痼疾集中整治，全力

化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确保了事故预

防“减量控大”目标的实现。2021 年，全

市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

3.55%、5.33%，未发生较大以上事故。今

年春节期间，实现了交通事故“零死亡”。

“四清单”推进交通安全风险防控

沅江市公安局牢固树立“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安全第一”工作理念，围绕人、

车、路、企、环境诸要素，强化事故预防源

头管理，大力整治交通顽瘴痼疾。

突出交通管理“痛点”“难点”，聚焦

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焦点，梳理出突出

问题、重点隐患、制度措施、工作责任“四

清单”。在充分发挥自身主力军作用的

同时，积极协调相关责任单位整改，落实

“消号”制度。针对农村地区交通事故多

发态势，出台了《乡镇、街道道路交通安

全工作考核办法》，结合平安建设，压实

道路交通安全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

责任、企业主体责任，推进风险防控。

“戴帽工程”提升安全防护水平

今年春节期间，234 国道沿线的新

湾镇桥北村交通安全劝导站，4 名交通

安全劝导员一直坚守在劝导点协助疏

导交通，遇到没有戴安全头盔的摩托车

电动车驾乘人，立马拦下，要求他们戴

好头盔，注意安全。

2021 年，沅江市公安局将“戴帽工

程”作为交通问题顽瘴痼疾集中整治的

重中之重，交警为主、警种协同作战，发动

镇村干部和“两站两员”齐抓共管，宣传教

育与查纠处罚并举，处罚教育 6000 多人

次，拆除、收缴摩托车、电动车非法安装的

伞具 12000多具。争取政府财力支持，购

置 1 万余顶安全头盔免费赠送给市民。

与爱心企业合作，“爱心头盔”共享，市民

用微信小程序扫码领取头盔13000余顶。

目前，城市居民安全头盔佩戴率由

去年年初的 30%跃升到 95%，农村居民

安全头盔佩戴率由去年年初的 26%跃

升到 85%，摩托车、电动车交通事故伤

亡人数下降 65%。

隐患路段治理管控力度空前

234 国道沅江段的交通面貌已焕然

一新，公路两侧全部安装了金属波形防

护栏，平交路口、转弯路段、陡坡路段各

类警告标志齐全醒目、警示灯不停闪烁，

支路口停车让行标志、减速装置完善。

益沅一级公路段全线设置了中央隔离护

栏，安装了照明路灯；赤山二级公路段居

民密集路段也安装了照明路灯。

赤山二级公路路段是湘中连接湘

北及鄂西南地区的咽喉，车流量大，路

面狭窄，路况复杂，交通事故呈高发态

势。沅江市公安局争取政府财力支持，

联合交通运输、公路等部门在对事故多

发风险隐患路段进行全面排查和评估

的基础上，精心制定治理方案，对 13 处

事故多发点段进行了全面治理，新增交

通信号灯和电子警察 3 组，增设警告标

志 24 块、大型警示牌 4 块、反光轮廓标

志 700 个、减速震荡标线 10 组、斑马线 5

处，支路增设减速板 800 米。新建成通

车的 313 省道、220 省道 27 个事故多发

点风险隐患也得到有效治理。

同 时 ，积 极 探 索 改 进 路 面 管 控 勤

务，主干公路采取了无缝隙对接巡逻、

设点检查、定点值守相结合的管控模

式，夜查夜巡常态化，公安交通安全执

法服务站实行全天候勤务，对过往“两

客一危一货”车辆逐车检查登记，确保

“问题”车辆“不出境、不入境”。

精准整治斩乱源除隐患

紧盯容易诱发事故的违法行为，严

查酒驾醉驾毒驾、无牌无证无保险车辆、

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非客运车辆载人

等违法行为。在充分发挥公安交警主力

军作用的同时，巡特警、治安、刑警、禁毒

警和派出所协同作战，并与交通运输、城

管执法、市场监管、商务、农机等部门建

立联合执法长效机制。

2021 年 ，累 计 查 获 各 类 交 通 违 法

131876起，其中现场执法 44244起，非现

场执法 87632 起。强制报废机动车 182

台，对 59名涉嫌危险驾驶罪的犯罪嫌疑

人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行政拘留交通

违法人员 22人，形成了严管重罚高压态

势。 （吴铁芳）

沅江公安：下“猛药”治“顽疾”保畅安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邢玲

这个春节，湖南智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黄建设天天往安化湖湘肴农业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里钻。

“怎样才能将纸包腊肉打造成地标特色

美食”“如何通过这一产品带动更多村民致

富”“第二条生产线上了后，供应链跟得上

吗”……他将一个个萦绕在心头的问题，抛

出来与湖湘肴公司管理人员刘新权、杨礼明

商讨了一次又一次。

“他一个管理好几家企业的大老板，却

对旗下子公司一个纸包腊肉单品的生产这

么 上 心 ，害 得 我 俩 大 过 年 的 天 天 跟 他 泡 车

间。”杨礼明嘴里嗔怪着，脸上却掩不住欣

喜，“看得出来，他是真心热爱家乡，用心建

设家乡。”

这话一点也不假！

1994 年，16 岁的放牛娃黄建设离开安化

学厨艺。浙江、广东、山东、山西、内蒙古，都

留下了他学艺的足迹，也见证了他从一个厨

房小工到全国知名餐饮连锁企业厨师长的

成长。

2016 年，黄建设在长沙创办湖南食掌柜

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开发的“食掌柜”系

列产品里，家乡元素比比皆是：安化坨粉、安

化腊肉、老坛红薯叶、安化脆豆角、安化养生

竹茸菇……“我把安化坨粉、安化腊肉，端上

了全国 1000 家以上连锁餐饮企业的餐桌。”

黄建设说，“无论走出多远，最难忘原汁原味

的家乡味。”

推广家乡味，黄建设还做了一件开创性

的事。从 2018 年开始，他与湖南中黑湖特茶

业公司合作推出安化黑茶餐饮茶“一元”消

费项目。“既为‘食掌柜’引流，又推广安化黑

茶、带富一方茶农，多赢！”黄建设说，目前，

全国各地 1000 多家餐饮企业老板来“食掌

柜”学习安化黑茶餐饮茶项目。2021 年，“食

掌柜”旗下 12 家餐饮店“一元餐饮茶”销售额

超 1000 万元。

“黄建设，你父母给你取这么一个响亮

的名字，是盼着你成才后搞建设呢。现在，家

乡的乡村振兴正需要你这样的企业家，你回

来咯！”2019 年，安化县政府主要领导的一通

电话，拨动了黄建设的心弦。

类似的话，父亲也跟他念叨过无数次：

“把安化的好东西带出去，帮一帮山里的乡

亲们。”在老人看来，就算儿子将企业做得年

产值超亿元，如果没能让乡亲们沾点光，也

算不得成功。

家乡的盛情邀请、长辈的质朴心愿，与黄

建设报效家乡的夙愿不谋而合。当年，他便回

安化县龙塘镇建立湖湘肴农业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主打产品纸包腊肉，湘菜大师许菊云盛

赞“既改进了制作工艺，干净卫生；又保留了

柴火香和腊味，肥而不腻”。2021年底，第一条

以梅山黑猪为原料的纸包腊肉生产线投产，

第一批出货 40 吨，即便每公斤高出市场价 50

多元，仍供不应求。“保守估计，一年生产一两

千吨，销路完全不成问题。”黄建设眼里闪烁

着希望的光。

“回乡的路，走对了！”信心满满的黄建

设，今年计划建设 5000 头梅山黑猪养殖基

地、1000 吨坛子菜生产基地，实现年产值 3 亿

元以上，带动 100 多户农户发展种植养殖业，

吸纳 40 余人在家门口就业。

■我心归处是故乡

走基层
春运进行时春运进行时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杨佳俊

2 月 7 日，农历正月初七一大

早，澧县复兴镇柑橘种植大户赵

子和就往自家橘林里跑。头天晚

上，大雪纷纷扬扬下了半宿，早上

起来，地上积雪已有一指来厚。

古语云：瑞雪兆丰年。但对于

柑橘这种越冬农作物来说，下雪

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坎。

“ 还 好 年 前 采 取 了 防 冻 措

施。”老赵一边拨弄着绿油油的橘

树叶一边嘟囔道，双手冻得通红。

为了帮助柑橘顺利过冬，年前老

赵又是盖防晒网，又是涂石灰粉，

在地里没少忙活。

“等雪化了，再搞点石灰杀杀

虫。”望着满山坡被大雪覆盖的橘

林，老赵对着双手缓缓哈了口气。

看来，眼前这场大雪并未影响他过年的好心

情，橘树可以安然过冬了。

为了提高柑橘种植效益，近年来，县里从

政策、资金、技术和人才等多方面发力。近 5 年

来，县农业农村局投入 500 多万元开展园区建

设、技术培训，每年组织柑橘种植户到外地培

训学习，请外地专家到田间地头传经送宝。上

个世纪 90 年代，老赵就开始种柑橘，但是欠缺

技术，挂果率一直很低。从最基础的施肥、打

药、剪枝、培土开始学起，当了半辈子农民的

老赵重新开始学种地。

“现在有了技术和经验，柑橘病果大大减少，

亩产大幅提高，一年下来十亩地收入能有3万多

元。”如今，老赵终于尝到了柑橘的甜味。这几

年，种植柑橘的效益越来越好，老赵的腰包也越

来越鼓，去年他将自家的房子修整了一下。

加快推动柑橘产业化，2018年，澧县成立澧

州柑橘产业协会，在种植户和政府、企业之间搭

建起了一座桥梁，不仅帮助解决种植技术和管

理等问题，还把握市场动向，解决销售问题。

目前，复兴镇种植柑橘面积达 8 万多亩，

年产值近 4 亿元。光柑橘种植一项，当地每年

每户平均收入就有 3 万多元。

春节走亲访友，家家户户桌上一定少不了

柑橘，不单因为它是时令水果，还因为橘谐音

“吉”，寓意大吉大利。如今，柑橘成了名副其实

的吉祥果，正为复兴镇的乡亲们带来幸福生活。

“今年的新年愿望是换辆新车。”从地里

回来的老赵拿起一个黄澄澄、圆鼓鼓的柑橘，

剥开送入嘴里，甜进了心里。

老
赵
的
吉
祥
果

“最难忘记家乡味”
——记湖南智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建设

铁路返程客流
持续高位运行

湖南日报 2月 9日讯（全媒体记者 黄利飞 通讯员

刘雯 谢湘艳）记者今天从广铁集团获悉，春运开始以

来，湖南地区共计发送旅客 713 万人次，同比增加 49.4%。

近几日，返程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6 日，湖南各大火

车站发送旅客 59 万人次，为春运以来的最高峰；7 日至 9

日每天发送旅客均超过 50 万人次。

广铁集团分析，近两日客流以返工流为主，后续将逐

渐迎来学生流与返工流叠加，跨省客流主要集中在长沙、

怀化、岳阳、邵阳、娄底、常德等地区，前往广东、华东地区。

针对这两个方向的返程客流，广铁集团也不停加开列车。

返程高峰遇上低温雨雪天气，各大车站组织党员突击

队、青年志愿者搞好服务，加强旅客乘降组织。部分站针对列

车出现的晚点、停运情况，启动应急预案，加强现场秩序维

护，并为晚点旅客免费送方便面、食品、姜汤和红糖水等。

铁路部门提示，受雨雪天气影响，湖南境内及途经

湖南的列车可能出现不同程度的晚点，请出行旅客朋友

密切关注天气情况及 12306 官方网站、“广州铁路”官方

微博微信，合理安排出行。

湖南开出首趟
跨省务工专列

还将从涟源、新化、怀化等站
开行多趟务工专列

湖南日报 2月 9日讯（全媒体记者 黄利飞 通讯员

莫江波 袁廷轩）2 月 8 日 16 时 38 分，涟源至深圳西的

K6690 次列车从涟源火车站缓缓驶出。这是湖南铁路春

节后开出的首趟跨省务工专列。近千名涟源市各乡镇务

工人员乘坐专列，前往广州、东莞、深圳等地开工返岗。

为保障首趟返岗专列顺利开行，广铁集团加强客运

组织工作，提前掌握返岗务工人员的分布情况，制作团

体旅客证，按一个车厢一个村分类，由车站和地方政府

工作人员逐村上门发放。同时，为确保务工人员安全有

序进站乘车，涟源火车站特意在售票、进站、候车、站台

等环节增加人员、定岗定责，组织党团员服务队和青年

志愿者热情服务。

据了解，这趟务工专列皆为卧铺车厢，务工人员在

车上睡一觉就能抵达目的地，小朋友也能得到周到细致

的照顾。

进站现场，车站工作人员联合地方医疗人员，对返

岗务工人员逐个测量体温、查看健康码，提醒他们戴好

口罩，做好个人防护。

自 2 月 8 日起，广铁集团还将从涟源、新化、怀化等

车站开行多趟往深圳西、上海南的务工专列。

▲ ▲（上接1版①）

距离湘潭北站工地约 6 公里，是同样作为

长株潭一体化 30 个标志工程之一的蓝思科技

湘潭生产基地项目。

该基地 2021 年 3 月开园投产，主要经营

智能终端整机组装业务。其中，智能终端设备

一期项目投资 30 亿元，对原有 4 栋标准厂房

进行改造升级，建设年产 10000 万台手机生产

线。项目全部达产后，将成为长株潭电子信息

产业新的核心增长极。

此外，湘潭经开区还有长株潭城市群国

家物流枢纽项目、湘江新区九华片区一期等2个

标志工程项目。目前，4 个项目推进迅速，已完

成投资 33.27 亿元，完成年度目标的 160%。

“动力”澎湃——
三大主导产业产值增长 13.2%

2021 年 9 月 10 日，总投资 12 亿元的雨润

华中区域 10 万吨食品精深加工基地落户湘潭

综保区，成为长株潭一体化在湘江新区九华

新片区的首个项目成果。

产业是推动发展的最强“动力”。去年来，

湘潭经开区联合长沙湘江新区、湘潭综保区

制定湘江新区九华新片区产业融合发展方

案，以“一块牌子对外”“一个窗口汇集”“一套

班子领导”“一个口径招商”，推进智能网联及

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医疗健康等产业实现

“链链融合”。

湘潭经开区举办吉利汽车、中联重科、北汽

福田等对接会，加强与长沙、株洲产业配套协作。

加大项目引进力度，与长沙雨花经开区“联姻”打

造总投资 50亿元的雨花智能制造·工程机械配

套产业园，将为长株潭再添一颗“智造芯”。

捧着一颗诚心，奔赴“产业同兴”的“星辰

大海”，更要立足自身优势，“强筋健骨”壮大

“产业之城”。2021 年，湘潭经开区汽车及智能

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和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

医疗器械及生物医药等三大主导产业实现产

值增长 13.2%。

通过不断强化龙头引领，带动产业链提

质升级，湘潭经开区已拥有汽车及零部件规

模以上企业 46 家，园区配套率达 48%。

2021 年，该区引进吉利湘潭生产基地新

能源新 SUV 项目。该项目全面建成后，将实现

年产销新车型 8 万辆、产值 100 亿元，带动约

50 亿元产能规模的零部件配套企业发展。

“我们计划整合长株潭汽车产业优势资

源，合作组建湖南省汽车产业研发与检测平

台。”湘潭经开区产业发展局负责人介绍，将

进一步完善研发、培训、生产、检测、销售、文

旅等汽车全产业链条。

一路向北——
湘江新区九华新片区春潮涌动

长株潭一体化发展先行区、山水洲城宜居

新典范、现代高端产业集聚区、一体化制度创新

试验田，这是湘江新区九华新片区的建设目标。

湘潭经开区抢抓湘江新区布局九华新片

区的重大战略机遇，推进两区产业联动发展、

基础设施联动建设、资源要素联动配置。

去年，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成立建设

领导小组、抽派专人组建专班，联合推进片区

开发、产业融合，合力助推湘江新区普惠性支

持政策向湘潭经开区拓展适用，赋能九华新

片区发展。

九华招商投资公司企业发展部部长高赛

加入片区开发专班后，每周至少有 3 天在湘江

新区集中办公。“大家坐在一起，就片区开发

建设、合作模式的创新、合资公司的组建等进

行面对面沟通交流，工作推进顺畅。”

按照规划，湘江新区九华新片区将以湘

江发展轴、长潭发展轴、兴隆湖片、湘潭高铁

北站片作为先行引爆区，加快启动建设。在此

基础上，以兴隆湖滨江区域和湘潭高铁北站

区域，作为首开区率先建设，联动湘江融城科

技小镇共同支撑湘江发展轴，形成示范效应

带动长株潭滨水走廊加快发展。

目前，兴隆湖、高铁片区合资公司已组

建，兴隆湖首开区已启动建设，合作开发正加

速推进。不久的将来，在“东城西产、一核五

区、一廊两轴”总体空间布局下，“东部滨江大

服务、西部产业大智造”两大板块将强势崛

起，为“智能制造新区、融城融产新区、创新创

业新区、宜居宜商新区、改革开放样板”蓄能。

18 岁的湘潭经开区如追风少年，正敞开

怀抱，一路向北，迎接新的发展“春天”。

湖南日报 2月 9日讯（全媒体记者 肖秀芬 通讯员

唐杰）记者从省气象局获悉，昨晚湖南 38 个县（市、区）出

现了雨夹雪或雪。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三天省内阴雨持

续，其中 12 日至 13 日湘南局地暴雨，需注意防范。

据最新雨雪实况，8 日 8 时至 9 日 8 时，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怀化、张家界、常德、益阳、长沙、湘潭、株洲、衡

阳、娄底、邵阳等地的 38 个县（市、区）出现雨夹雪或雪，其

中吉首、泸溪、桃江、安化、沅江、湘阴、汨罗、平江、赫山、

南岳 10 个县（市、区）出现暴雪。截至 9 日 8 时，积雪实况显

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怀化中北部、常德、张家界、

益阳、岳阳、长沙、娄底、湘潭等 27 个县（市、区）有积雪，积

雪深度普遍为 1 至 8 厘米，其中桃江、安化、汨罗、南岳超

过 10 厘米，桃江最大积雪深达 20 厘米。

省气象台预计，9 日降雪过程结束，省内阴雨持续。受

暖湿气流、切变线及冷空气共同影响，10 日至 13 日省内

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中 12 日至 13 日湘南局地有暴雨；14

日至 16 日白天大部分地区转为多云天气，其中 14 日早晨

部分地区有雾。

湖南降雪过程结束
阴雨天气将贯穿本周
下周有望“拨云见日”

▲ ▲（紧接 1版②）领湃新能源 150 亿瓦时高能比电芯项

目、高新区创业中心、移动互联网产业园、韶能抄纸项目、

湘南纺织产业基地一期标准厂房、华辰物流园一期等 65

个重大产业项目建成达产，为衡阳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

动力，预计去年新增产值 720 亿元。

今年，衡阳将牢固树立“项目为王”意识，围绕打造

“一核两电三色四新”重点产业，以产业链招商为主攻方

向，从上下游配套、产业耦合、市场成熟度等方面科学研

判，着力引进一批基础性、战略性、牵引性强的大项目、好

项目，以重大项目建设支撑高质量发展。

▲ ▲（上接1版③）

自正月初四开始，山河智能各生产车间

包括基础装备、挖掘机、凿岩设备、高空机械

设备等已陆续开工。山河智能董事长、首席专

家何清华表示，尽管有一定的市场下行压力，

公司 2021 年营收依旧历史性地跨过了百亿元

大关。今年要继续紧跟国家战略方向，紧抓市

场发展机遇，在重点市场精耕细作。

关键零部件配套企业方面，随着湖南启

泰传感科技有限公司全面复工，工程机械传

感器国产化方案今年有望在“工程机械之都”

长沙再上层楼。去年的省政府工作报告明确

提出，要重点抓好十大技术攻关项目，其中列

出的“湘潭大学碳基生物等先进传感器件项

目”提到，湘潭大学、启泰传感等正在研制的

传感器，突破碳基场效应晶体管传感器和我

国工程机械、汽车产业液压装备发展的高性

能压力传感器关键瓶颈技术，实现液压装备

金属基薄膜压力传感器芯片产业化，建设液

压装备压力传感器封装生产线，实现进口替

代，提升我省工程机械关键核心零部件配套

能力。

启泰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王国秋告诉记

者，随着十大科技攻关项目建设的深入，将全

面配合三一集团和山河智能的传感器国产化

方案的推进和降成本行动的落实。启泰的液

压传感器将给工程机械主机厂降低成本 20%

以上。

▲ ▲（上接1版④）

作为种粮合作社的“标杆”，隆平联社在

桂东、隆回、浏阳等地布点，筛选生态环境优

良的地区建基地，实行统一供种、统一施肥，

推广绿色防控，订单价收购。至今，联社旗下

绿色生产基地稳步扩大到 10 万亩，打响“隆平

芯米”品牌，基地农民每亩增收逾 300 元。

季节催人，开春即备耕。隆平联社桂东基地已

落实“昱香两优馥香占”1000亩、“昌两优8号”1000

亩。隆回基地利用富硒土壤，山耕泉养出好米，种

植高档优质稻“悦两优2646”“隆晶优蒂占”各500

亩。浏阳基地种植“中国长粒香米”玉针香800亩，已

落实种源，抓紧调运肥料，开展技术培训。

政策惠农，虎年好种田。中央、省委高度

重视粮食安全，明确耕地保护、购机补贴、种

粮奖励等惠农力度只增不减。范小兵称，党的

政策似春风，隆平联社放眼全国建基地。春节

后，联社已与湖北襄阳、钟祥，江西明月山等

地对接，联合更多种粮合作社，打造生态米高

端品牌，助力端牢“中国饭碗”。

人勤春早农事忙 2月 9日，道县清塘镇楼田村蔬菜基地，菜农在采收蔬菜。目前，道县蔬菜种植面积达到48万亩，

蔬菜总产量达到79万吨，总产值达到16.8亿元。 蒋克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