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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三月，走进武冈市永锐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宽敞明亮的车间，只见工人
们穿着整齐，正有条不紊地进行流水操
作。该公司以过硬的产品质量和优质
的服务赢得了三一重工、中国中车等大
型企业源源不断的订单，今年已实现产
值 4000 余万元，上缴利税近 100 万元，
呈现出产销两旺的喜人景象。

近年来，武冈市突出招商引资、激
活内生动力、强化项目服务，通过园区
建设加速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全力打造
经济发展新引擎。

机制激活内生动力。营商环境是
软实力、竞争力、创造力、驱动力，更是
经济发展的生命线。武冈市坚持全面
深化改革，打造机制创新试验区，在体
制机制改革创新上先行先试，加快实行
政务中心一站式服务，建立精简高效的
行政管理体制；加快专业化招商队伍建

设，提高引进外资的层次和质量，努力把
园区打造成为审批环节最少、办事效率最
高、服务质量最好、营商成本最低的“洼
地”。日益增强的经济发展内生动力，让
这里成为了湘西南投资创业的热土。

项目支撑产业拓展。武冈市重视
发展实体经济，把新一代高端装备制
造、绿色低碳、生物医药新兴产业引进
和发展作为重中之重，以壮士断腕的勇
气淘汰高污染、高排放的传统产业和落
后企业，为新兴产业发展腾出空间，构
筑产业体系新支柱。亿利洁能、愉航汽
配、隆富源科技等 10 个新技术、新模
式、新业态、新产业项目先后落户入园，
提升优化了产业结构，转变了经济发展
方式，让武冈迎来了新一轮产业发展的

“黄金期”。
厂房搭建筑巢引凤。武冈市把标

准化厂房建设作为发展实体经济的有

力抓手，目前标准厂房开工面积35.8万
平方米，竣工30.8万平方米；投产面积
21.3 万平方米，2017 年新增投产 2.8 万
平方米。截至目前，园区开发总面积达
360公顷，工业仓储用地面积262公顷，
呈现经济平稳增长、产业转型升级、改
革创新不断增强的良好发展态势。一
栋栋拔地而起的标准化厂房，成为吸引
企业入驻的“大磁场”。

数据创造历史新高。2017年，武冈
经开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5.65 亿元，
同比增长 30.2%；完成招商项目 16 个，
新增规模工业企业7家；完成技工贸总
收 入 110.88 亿 元 、规 模 工 业 增 加 值
23.72 亿 元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13.0% 、
9.17%；实现税金3.13亿元，较上年同期
增长9.51%。当年，园区规模工业增加
值占全市规模工业增加值的83%，成为
拉动武冈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园区经济，武冈发展新“引擎”
李焱稠 关杨博

媒体和爱心人士持续关注的“城
步四胞胎”现在还好吗？今年 3 月下
旬，记者来到城步苗族自治县白毛坪
乡黄伞村罗二秀家看望四胞胎。被
政府帮扶和社会大爱环绕的“四朵金
花”健康成长、聪明活泼，已上小学二
年级。

2009 年 12 月 30 日，四胞胎降临罗
二秀家。刚出生时，四胞胎体重偏轻，患
有新生儿常见疾病。在医生的全力救治
和精心护理下，“四朵金花”顺利出院。

罗二秀家住黄伞村的一处山腰上，
信息闭塞，基本上没什么收入来源。四胞
胎突然降临，她和丈夫蒋爱生高兴之余，
为突然增加的医疗和生活开支犯了愁。

所幸，他们遇上了好医生，遇上了
社会各界的众多好心人。2010 年 1 月
28日，市中心医院医护人员和青年团员

为“四朵金花”送来 6095 元捐款。3 月
12日，市区两位老人从自己不多的退休
金里挤出 1000 元捐给四胞胎。此后，
市中心医院医护人员多次来到城步，回
访四胞胎，为她们送去医疗服务和爱心
款物。

罗二秀夫妇给四胞胎分别取名为
金凤、银凤、美凤和丽凤。为了照顾

“金、银、美、丽”四个小精灵，罗二秀被
迫放下了家里的大部分农活，在附近做
零工的丈夫也不得不放下工夫照顾孩
子们，这个家庭逐渐陷入窘境。

2017年7月1日，城步发生特大洪
灾，罗二秀家后面的山坡塌了，泥土将
他们家的木墙打烂，一楼堂屋和两间木
屋被泥水淹了。白毛坪乡党委政府和
黄伞村的干部们纷纷伸出援手，帮他们
申请到了各种救济款。

当年8月15日，湘粤助学会微信群
发布双胞胎家遭遇窘境的消息后，群友
们纷纷捐款。短短两天，仅有 31 人的
微信群，就有19人慷慨解囊，为四胞胎
家庭捐款2万元。

今年3月15日，白毛坪乡乡长彭艳
辉带领乡政府工作人员来到黄伞村，带着
慰问物资去看望罗二秀及四胞胎姐妹。

该乡清源中心小学黄伞教学点教
师蒲孝明说，现在党的政策好，四胞胎
上学不仅不要交学费，每个学期还能拿
到500元的助学金。

罗二秀说，从孩子们出生到现在，
政府帮扶和社会各界的爱心暖流一直
环绕着他们。因为来看望慰问他们的
爱心人士太多，罗二秀已无法记住每位
爱心人士的面容，但她说，会永远记住
每位好心人传递的社会大爱。

爱心暖流环绕“金银美丽”
记者 兰绍华 通讯员 阳望春

本报讯 3 月 27 日，一辆 22
轮大货车从隆回县运输钢铁到涟
源市，经安邵高速寸石收费站下高
速，高速公路收费站自动检测系统
显示：轴限 49 吨，实载 49.19 吨。
新邵县治超执法人员认真察看了
司机孙某的相关证件，对其轻微超
载行为进行了劝导教育，并发放交
通安全宣传资料，司机孙某诚恳地
接受了批评教育。这是新邵县治
超办、交警等部门联合开展治超整
治行动，严守 7 处高速公路出入
口，抓好治超工作的一幕。

新邵县境内高速公路路网纵
横，且位于娄邵经济走廊，毗邻冷

水江、涟源等矿产资源丰富的地
区，大货车运输繁忙，高速公路治
超工作艰巨。

为规范道路交通运输秩序，有
效预防货车交通事故，从今年1月
起，该县治超办、新田铺公路超限
检测站、交警等单位联合开展为期
一年的高速公路治超专项整治行
动，大力打击超载超限行为，确保
道路运输安全。

截至3月底，此次整治行动共
出动执法人员 162 人次、车辆 22
辆次，在高速公路进出口共检测
车辆 20503 台次，查处超限车辆
26台次。（杨敏华 李进锋 石鹏）

新邵联合治超行动给力

本报讯 3月26日，绥宁县地方海
事处相关负责人介绍，全县49艘“僵尸
船”全部完成拆解，消除了因“僵尸船”
带来的水上安全和污染隐患。

许多“僵尸船”表面锈迹斑斑，船内
杂草丛生，不仅影响市容市貌、农村环
境卫生，还堵塞河道、污染水质，带来安

全隐患。为消除航运安全和水污染隐
患，绥宁县积极贯彻落实湖南省总河长
2号令《关于开展“僵尸船”专项整治的
决定》，按照“摸清情况、分类处理、限期
整改、依法整治”的原则，深入开展“僵
尸船”清理整治工作。

该县交通运输局、地方海事处充分

发挥行业优势，积极履行牵头职责，与环
保、水务、农业渔政、水利等部门和相关
乡镇协调推进，组成精干队伍深入一线
开展调查摸底、宣传动员，进村入户宣讲
政策，做好登记造册、建立台账等基础工
作。该县按照自愿拆解一批、规范保留
一批、强制取缔一批的处置模式，逐船落
实责任人，引导船主进行清理整治。

据介绍，该县后期将建立长效机
制，强化巡河监管，杜绝“僵尸船”，让水
更清、河更畅。 （向云峰 赵光明）

绥宁49艘“僵尸船”清零

3月31日，在我市茶行业开展
的一场茶文化活动中，来自洞口县
古楼乡奇山茶业的老制茶师傅肖
尊检现场展示了传统制茶技艺。

雪峰山下的洞口县古楼乡常
年云雾缭绕，昼夜温差大，是优质
绿茶的重要产地。近年来，该乡把
发展茶产业作为精准脱贫的突破
口，郁郁葱葱的茶山正成为推动当
地群众脱贫致富的金山银山。

64岁的肖尊检是该乡为数不
多的老制茶师傅，曾获得湖南省
茶叶学会突出贡献奖。2012 年，
肖尊检的儿子肖奇山决定回乡创
业。在外企打拼多年、有先进管
理经验和丰富营销理念的肖奇
山，瞄准了名优茶、高档茶市场。
为了适应市场需要，他对鲜叶的
采摘标准和手法以及加工的流程
和工艺等都有严格的标准，并要
求与他合作的农户在茶园管理中
相互监督，确保企业获得高质量
的原料。

“我打造了一支 20 余人的专
业采摘队伍，专门采摘高标准茶
叶。采取田间收购、当场付手工费
的方式，采茶快的员工一年光手工
费就有6000多元。”肖尊检介绍。

古楼茶产业的发展带动了当
地乡村游的逐渐升温。2017 年，

肖奇山新开了一家以茶文化为主
题的农家乐，实行会员制的经营方
式，原生态种植和养殖的食材迎来
好评如潮。“茶叶不落地，全程标准
化。”先进的生产管理模式给他的
企业带来了200余万元的收益，带
动周边30余户贫困农户从事茶叶
生产加工。

“山高茶自蕴，一品古楼香。”
与奇山茶业相距不足百米的龙凤
茶厂的林竹艳也在加紧制作新
茶。多年来，林竹艳一直固执地坚
守着一份“匠心”，他独辟蹊径要将
手工制茶的传统技艺发扬光大。
他的女儿林莹大学毕业后放弃了
沿海优越的工作环境，回乡帮父亲
销售手工茶。她晚上在网上学习
电商营销知识，白天则跟着父亲学
习手工茶制作工艺。现在，林莹已
经与周边 100 余户茶农签订收购
合同，还成立了龙凤茶叶种植专业
合作社，2017年实现销售收入100
余万元，解决当地 20 余名贫困劳
力就业。

脱贫攻坚忙，雪峰山下春茶
香。截至 2017 年底，古楼乡已发
展茶叶面积 5000 余亩，拥有茶叶
加工厂4家，省定贫困村古楼村整
村退出，并被评为“全国生态文明
乡村”。

雪峰山下春茶香
谢定局 林竹山

本报讯 3月30日上午，洞
口县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管
理局在县城繁华路段举办了以

“12331——助力健康中国梦，
食药安全伴你行”为主题的宣
传活动。

此次活动通过公众咨询、现
场讲解等多种形式，组织执法人
员现场接受群众咨询和投诉，对

过往群众讲解“12331”食品药品
投诉举报热线的投诉举报流程，
宣传食品药品相关常识，并发放

《食品药品知识一本通》宣传册
及宣传资料等 1300 余份。同
时，组织各大商场超市、连锁药
店等食品药品企业，利用企业自
有电子屏滚动宣传“12331”主题
活动。 （谢其军 肖黎花）

食药监局助力健康中国梦

3月25日，在邵阳
县下花桥镇无公害蔬
果基地大棚里，西瓜嫁
接育苗能手向文斌（右
一）等科技种植户正在
观察刚在白籽南瓜上
嫁接的西瓜苗长势。
据悉，此项嫁接技术可
解决西瓜因长期种在
原土地中而导致的个
小、产量低、口感不佳
等问题。2016年至今，
邵阳县科协以该科普
示范园为龙头，在该县
下花桥、谷洲等 6000
余个西瓜大棚实施推
广，皆获高产，为贫困
户脱贫致富奠定了良
好的基础。

黎建成 钱沸涛
摄影报道

本报讯 正值春耕好时节，
为确保农资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连日来，武冈市食品药品工商质
量监督管理局基层各所陆续展
开了“红盾护农”专项行动。

“红盾护农”专项行动以农
机及配件等农资产品为重点检
查对象，对辖区内的农机户、农
机公司实行“三查三看”，做到辖

区内农机经营主体底数清、情况
明、数字准。

此次行动共出动执法人员
38 人次、执法车辆6 台次，共收
缴 200 多瓶无生产日期的农机
润滑油、100 瓶过期农机润滑
油，扣押涉嫌无3C标志的农用
电动机14台。

（杨 骞）

“红盾护农”严管农机市场

本报讯 “游河伯田园，进大
山农家。”3月24日上午，“河伯乡
首届油菜花乡村旅游扶贫文化节”
在邵阳县河伯乡永兴村千亩油菜
基地举行。

近年来，该乡致力于打造“春
看花海、夏看瀑、秋看枫林、冬看

雾”的乡村原生态旅游。同时，以
塘田战时讲学院、济公岩、河伯岭
杜鹃花海、蓝印花布为主线，推动

“文化+旅游”，打造“红绿蓝”特色
旅游，强化文化旅游产业的综合带
动效益，助力全乡经济发展。

（郭春龙 王 宇）

“红绿蓝”旅游闹活乡村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