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邵阳市委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 CN43-0007
总编辑：黄颂明 第 11033 期
2017 年 7 月
丁酉年六月廿四

17

天气预报

星期一

今天：晴

南风 2 级

温度：25 至 35℃

明天：
阵雨转晴

审稿：
谢恩桂

责编：黄仁发

引进来和走出去良性互动
——邵东开放发展之路越走越宽阔
杨立军 邓星照 魏志刚 李良云
7 月 13 日，记者从邵东县商务局获 来，该县形成了以邵东生态产业园特别
悉，邵东县进出口总额从 2012 年的 1.82 是湘商产业园为核心，周官桥、流泽、团
亿美元，提升到 2016 年的 5.67 亿美元，5 山打火机产业园、黑田铺印刷工业园、廉
年翻了一番多。
桥医药工业园、仙槎桥五金工业园为支
近年来，
邵东县依靠
“引进来”
加快产 撑的发展格局。到 2016 年，邵东湘商产
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通过“走出 业园标准化厂房开工 119 万平方米、竣工
去”
深化与东南亚、
欧美等地的经贸合作， 100 万平方米，
签约入驻企业 158 家、实现
深入打造开放发展的战略支点，
开放发展 投产 67 家，被评为“全球湘商十大最具投
之路越走越宽。目前，
该县拥有自营进出 资价值的园区”。
口企业达到 233 家，建立了 200 多条物流
2016 年，邵东县引进智能制造研究
线路联通全国 280 多个县市区，商品远销 院，开始对全县小五金、打火机企业提供
欧盟、俄罗斯、东盟等 80 多个国家和地 “私人订制”，进行智能化改造升级。邵
区。该县 40 万邵商走出家门，足迹遍布 东智能制造研究院的引进，是该县坚持
全国各地和全世界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开放发展战
面对经济新常态，邵东坚持高品质 略、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发展的范例之一。
“引进来”发展战略，加快开放型经济转
“引进来”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助推
型升级。该县以园区为平台，有针对性 更大步子“走出去”。邵东县以贸易为依
地开展“产业集聚招商”专项行动。5 年 托搭建境外销售平台，畅通外贸渠道。5

年来，该县协助东亿、环兴等打火机企业
和隆源等箱包服装行业，在韩国、香港、
迪拜、东盟等 26 个国家和地区设立批发
营销平台。同时，该县加强以境外商会
园区为平台的“走出去”战略，助推境外
投资。他们先后牵头在境外成立了泰
国、老挝、越南湖南商会和泰国湖南工业
园、老挝湖南工业园等平台，在巴基斯
坦、缅甸、老挝投资各类企业 20 个。
今年以来，该县共举办招商洽谈活
动 12 次，接待客商 200 多人次，签订意向
协议 45 个，正式合同 33 个。截至 5 月底，
邵东县今年实际利用外资额 1215 万美
元，利用内资额 74.43 亿元，实现自营进
出口总额 26275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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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六山歌节”
7 月 28 日 开 幕
本报讯 7月14日，
“2017湖
南（南山）六月六山歌节暨湘桂原
生态风情节”新闻发布会在长沙
举行。2017 湖南（南山）六月六
山歌节暨湘桂原生态风情节开幕
式晚会将于 7 月 28 日（农历闰六
月初六）在苗乡城步开幕。
“六月六山歌节”是苗乡城
步传承千年的传统节庆活动。
2014 年，在省委省政府和省委
宣传部支持下，
“六月六山歌节”
升级成为省级节庆活动之一，
被
打造成为湖湘地区一大特色文
化旅游品牌，
在全国乃至全球范
围内掀起一股原生态山歌风暴。
“湘桂原生态风情节”是经
桂林、邵阳、柳州、怀化四个地
市旅游局和城步苗族自治县、
龙胜各族自治县、通道侗族自
治县、三江侗族自治县共同协
商，于 2010 年 10 月在桂林确定
共同举办的一个区域性民族旅
游节庆活动。该活动每年一

次，旨在通过活动，进一步凝心
聚力，以此拉动湖南、广西两省
旅游经济发展和开拓新的客源
市场。
2017 湖南（南山）六月六山
歌节暨湘桂原生态风情节共安
排了五大主体活动：一是 5 月 26
日至 7 月 9 日进行的第三届全国
六月六山歌大赛；
二是 7 月 23 日
至 7 月 25 日将进行的第三届城
步山歌全民赛；
三是 7 月 28 日将
举行的六月六山歌节暨湘桂原
生态风情节开幕式晚会；四是 7
月 27 日至 7 月 28 日将进行的邵
阳市首届乡村旅游文创创客大
赛；
五是 7 月 21 日将举行的湘桂
风情旅游推介会。
（杨立军 马 晶）

用语文明是一种智慧
刘克勤
在某公厕曾见过这样一
句话：
“乱拉大小便者，
猪狗不
如！”理虽不俗，但话语不雅。
而有些公厕的提示语却不同
了，
写的是
“上前一小步，
文明
一大步。”还有“来匆匆，去冲
冲，身心好轻松”等。寓教于
乐，
幽默有趣。
如今，
不少机关或服务单
位对工作人员使用文明语言
进行了规范。比如规定在何
种场合，要使用“请、您好、谢
谢、
对不起、
不客气、
慢走”
等，
受到人们的欢迎。这说明人
民群众对和谐、文明言行的
一种普遍赞同和要求。
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不

断提高，
人们物质文化生活的
不断丰富，
社会交往的不断扩
大，
文明语言在许多场合发展
延伸，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
注。文明的语言 、幽默的提
示，容易为人所接受，往往会
达到潜移默化的效果。
言为心声。一个社会的
文明，
离不开文明语言。文明
用语，
是一种智慧、
一种修养、
一种尊重。创建国家文明城
市，
工程浩大，
需要人人参与、
人人出力。我们不妨先从涵
养自己的文明言行开始。

7 月 15 日，正在运行的市区红旗渠污水处理厂。目前，该污水处理厂铺设截污干管 22.276 公里，管网覆盖红旗河沿岸
两侧的新建居住区及工业开发区，
包括佘湖山新城区、
紫薇博览园、
白马工业基地等，
污水处理规模为每天 4 万立方米。
罗哲明 舒 倩 实习生 郭彦成 摄影报道

娄邵铁路一处水害险情得以控制
本报讯 7 月 16 日上午，娄邵铁路
邵东县界岭乡南冲村横冲里隧道上方山
上，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工作人员正对
现场进行断面测量，以确定该处山体永
久性处理方案。
稍早前，通过 10 余天的昼夜奋战，中
铁二十五局集团施工人员成功控制住位
于该处的一起水害险情。
6 月底来，因为连续降水，造成“大
（同）湛（江）通道”益湛线娄邵段发生两

处水害险情，其中一处位于我市邵东县
界岭乡南冲村境内，另外一处位于娄底
市万宝镇匡家村。界岭这一处有近 1.5
万立方米山体存在滑坡的危险，直接威
胁隧道下方铁路桥墩安全，对铁路线路
构成重大安全隐患。险情发生后，广铁
集团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抢险救
援分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由中铁
二十五局集团在设计单位的指导下进
行山体卸载，确保线路行车安全；第二

阶段由设计单位根据现场断面测量图，
进行永久性处理方案设计后，再进行防
护施工。
至 7 月 15 日上午，我市境内水害险
情现场山体卸载工作已全部完成，成功
解除对铁路的运营安全隐患。目前，后
续工作仍在进行，预计整个水害整治施
工将持续 5 个月时间。
（记 者 刘 波 通 讯 员 王 梦 樵
实习生 李丽媛）

7 月 15 日下午 15 时许，城步苗族自治县湘西南市场内，一名
在烈日下劳动的环卫工用纸巾擦掉脸上的汗水。
当日，城步苗族自治县室外气温高达 34 摄氏度，迎来了入伏
以来最炎热的一天，
当地不少劳动者因生产生活需要，
仍默默坚守
在烈日高温下。

严钦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