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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 9日电 （记者
刘华） 国家主席习近平9 日在钓鱼台
国宾馆会见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

习近平强调，中国和巴基斯坦是独
一无二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无论国
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
牢不可破、坚如磐石，中巴合作始终保持
旺盛生命力、不断拓展深化。中方始终

将巴基斯坦置于中国外交优先方向，在
涉及巴基斯坦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
题上将继续坚定支持巴方，愿同巴方一
道努力，加强战略协作和务实合作，打造
新时代更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
年。我们举行了一系列盛大庆典，这也是
一次爱国主义的集中教育。（下转7版①）

习 近 平 会 见
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

素有“百工之乡”“商贸之城”“民营
之都”美誉的邵东，地处湘中腹地，上世
纪 90 年代中期就成为湖南省首个民营
经济改革与发展实验区，也是全国民营
经济最早活跃的地区之一。从“兴商建
县”“兴工强县”到“兴工旺商”，邵东艰
辛探索、奋勇前行，民营经济发展从无
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2017年，邵
东跻身湖南省经济强县第四位；2018
年，邵东实现GDP430亿元，增长11％，
增速居全省第一，民营经济占邵东生产
总值的 80％以上，覆盖了邵东 100％的
外贸出口，民营经济对县域经济形成强
大支撑。

众人闯出这条路

说起邵东的民营经济，就不能不提
曾小山。1980年，曾小山以仅有的2000
元钱，在家乡流泽镇创办了湖南省第一
家民营企业——邵东流泽铝制品厂。
这个只有一条原始简陋铸造生产线的
企业，从一个典型的家庭手工作坊起
步，打造出一个闻名遐迩的“铝业王
国”，曾氏集团成为了全省第一个私营
企业集团。

在时代发展的洪流中，邵东民营经
济历经风雨、商海淘金，从“扁担”“地
摊”“作坊”起步，创造了“哪里有市场，
哪里就有邵东人”和“哪里有邵东人，哪
里就有市场”的商界传奇。目前，邵东
共有个体工商户8.3万户、法人企业1.5
万家。40万邵东人走南闯北，甚至迈出
国门，仅在老挝经商办厂的邵东人就有

数万之众，万象繁华的宏克亚星商业街
和三江口小商品城，更是被当地人形象
地称为“邵东街”“邵东村”。

“伴随着改革开放，我们家的生意
经历了三代，从父辈‘搞副业’到海外创
业，逐步发展壮大。可以说邵东民营经
济的发展是逼出来、闯出来、传出来、带
出来的。”老挝湘锋国际集团董事长宋
杰锋介绍说。

“只要来邵东，一切都宽松。”这是
上世纪 90 年代邵东最响亮的口号。当
时的县政府规定：个体户、私营企业的
经营范围除了法律政策明文禁止的，其
余都是允许的。

宽松的政策和环境，使民营经济得
到蓬勃发展，全市迅速形成了“商贸城、
工业镇、专业村”的格局。

平台强化“磁力场”

企业兴则邵东兴。
近年来，邵东着力打造招商“磁场”

和引资“洼地”，抢抓湘南湘西承接产业
转移示范区建设的历史机遇，出台了

《关于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
办法》《关于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快发
展实体经济的意见》等一系列文件，设
立20亿元产业引导基金、4亿元创投基
金，通过鼓励发展高新技术企业、降低
民营企业税费负担等优惠政策，着力提
供“股东式”服务，破解
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
突出问题，营商环境进
一步得到优化和提升。

创亿达公司 2018 年 1 月从深圳迁
到邵东，获得厂房免租 3 年的政策扶
持，享受到“绿色通道”的便捷，从装修
到挂牌、试产，所有流程仅用时 5 个
月。今年该公司产值将突破 20 亿元，
比在深圳时的产值翻了一番，跻身行业
全国前5名。

邵东积极开展“迎老乡、回故乡、建
家乡”，大力建设园区平台，全县形成了
以湘商产业园为主体，以仙槎桥五金、黑
田铺印刷、廉桥医药、团山打火机等特色
园区为支撑的“1+4”工业园区发展格
局。同时，以产业链招商为重点，引进了
宏得电子、飞拓自动化等传统产业上下
游配套企业，全产业链引进了晶博光电、
群辉光电等电子信息企业。如今，邵东
湘商产业园规划面积2.6平方公里，入园
企业198家，投产企业143家，园区规模
工业增加值占全县规模工业增加值
72%，被评为“全球湘商十大最具投资价
值的园区”。

产业汇聚新动能

民营经济是推动邵东高质量发展
的加速器。当沿海地区的制造业凭借
先进理念和地理优势率先实现转型升
级之后，邵东立足“创新引领”战略，积
极引导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下转7版②）

民营经济托起湘中明珠
——邵东市经济社会发展系列报道之一

邓星照 魏志刚 刘昭云 唐 冉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袁

光宇） 10月8日，2019年10月
“湖南好人”候选人名单新鲜出
炉，我市龙小兵、谢尚军、易晓
金分别入围助人为乐类、诚实
守信类和敬业奉献类候选人。

龙小兵系新宁县大邵公益
志愿者联合会会长。自 2016
年创建该公益组织以来，他用
自己的爱心，帮助了无数困境
中的学子；用自己的热忱，推动
公益事业发展；用自己的行动，
践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用自
己的付出，带领一支公益队伍
服务于社会。在他的努力和付
出下，协会汇聚起 200 多名会
员和 400 多名爱心志愿者，摸
底走访困境中的学子 100 多
人，爱心资助、关爱困难学生
60余人，每年发放励学及关爱
金近10万元。

谢尚军有 14 年沿海地区
外企高管和营商经历，2012年
底返乡创业，创办了洞口尚君
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主要
从事蔬菜和中药材种植、加工
与销售，畜牧、水产养殖与销

售，为农户提供“统一种苗、统
一技术、统一培训、统一回收、
统一加工、统一销售”保姆式服
务，带动高沙镇、花园镇、黄桥
镇、渣坪乡等乡镇发展种养业，
带领350余户1100余人实现脱
贫致富。

易晓金是新宁县黄龙镇石
泥村党支部书记。2018年8月
10日，易晓金被确诊为肺癌中
晚期，但她没有放弃，在经历5
个月治疗后，带着自己央求医
生开的“能正常工作”的证明回
到村里，并向组织写下“生死自
负报告”，坚持回到自己的工作
岗位。在她和村“两委”的努力
下，通过“一抓党建，二抓产业，
三抓设施，四抓管理”，村内家
园美丽、乡风文明、产业兴盛、
群众富裕。

据悉，今年10月共有49位
身边好人成为“湖南好人”候选
人。候选人公示期间，接受网
友的点赞和评议，时间为10月
8 日至 10 月 22 日。点赞评议
的数量和内容作为最后确定人
选的参考依据。

邵阳3人入围10月“湖南好人”候选人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袁
光宇 通讯员 潘帅成） 10月
9日，从省公安厅传来消息，邵
阳县公安局禁毒大队大队长邓
新华获评“全省十佳最美基层
民警”，此外，大祥公安分局雨
溪派出所民警周伟纪获得“全
省最美基层民警”提名。

今年7月起，省委宣传部、
省公安厅联合开展“全省最美
基层民警”推选宣传活动。通
过逐级推荐、宣传展示和集中
评审，“全省十佳最美基层民
警”和 10 名“全省最美基层民
警”提名奖获得者，经过9月26
日至30日的公示后予以确定。

邓新华获评“全省十佳最美基层民警”
周伟纪获得“全省最美基层民警”提名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刘波 通
讯员 罗文明 李慧兰） 10月8日，
省交通运输厅官方网站发布消息：邵
阳县塘渡口镇至新宁县清江桥乡高速

公路——白新高速工程可行性报告获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复。

白新高速项目起于邵阳县塘渡口
镇蛇湾，与已建的邵阳至永州高速公路

相接，止于新宁县清江桥乡，全长约46
公里，估算总投资为51.9亿元。主线采
用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
100公里/小时，路基宽度24.5米。

我市将再添一条高速通道
邵阳县塘渡口镇至新宁县清江桥乡高速公路项目获批

10 月 4 日一大早，吉林省长
春市爱心人士葛璇放弃休息时
间，与老公驱车来到吉林德惠市
同太乡四马架村，找到在湖南邵
东牺牲的烈士黄海龙的亲人，并
与邵东爱心网友邵阳老酒等人视
频对话。至此，黄海龙烈士牺牲
70年后，终于在爱心人士帮助下，
找到他在千里之外的家乡亲人。

1949年9月至10月，中国人
民解放军解放华南、西南地区的
重大战役——衡宝战役在邵阳、
衡阳一带打响，一些战士在战斗
中牺牲，长眠在这片热土上。为
挖掘衡宝战役史料和鲜为人知的
故事，铭记衡宝战役牺牲的烈士，
传承衡宝战役红色记忆，近年来，
邵东市一支义务发掘衡宝战役红
色记忆的民间小分队应运而生。

今年9月，小分队得知邵东廉
桥镇有一座单独的烈士墓，队友
邵阳老酒、志远等人冒着酷暑，几
经周折，在该镇一学校内找到了
吉林籍黄海龙烈士墓。并现场拍
照，寻访了当地百姓，了解烈士牺
牲细节。

通过走访，大家了解到烈士
出生地为“四马架村”。为了找到

烈士亲人，邵阳老酒、志远等人又
通过网络，寻找烈士出生地，但因
具体地名不详，一直未果。后来，
为寻找牺牲在衡宝战役战场的舅
佬爷，曾与邵阳老酒联系过的吉
林省长春市另一位烈士的后裔葛
璇，主动接过了爱心接力棒。她
想尽一切办法，查找烈士家乡的
准确信息。9 月29 日，她与爱人
驱车40多公里，找到吉林公主岭
市范家屯四马架村，多方寻访，没
有找到烈士亲人。后来，她又在
网上寻找“四马架村”，终于在离
长春市近100公里的德惠市同太
乡，找到另一个“四马架村”。

10 月 4 日，葛璇夫妇来到同
太乡四马架村，一路打听、寻
找。当问到一位 70 多岁的老人
时，一提到黄海龙的名字，这位
老人就说：这个人过去打仗牺牲
了，黄家后裔已搬到临近的马家
堡村。葛璇夫妇马上又赶到马
家堡村，终于见到黄海龙烈士亲
人，他的侄子黄武军，黄武军打
开话匣子：父辈有兄弟姐妹 6
人，黄海龙排行老大，是我大伯，
父亲黄海涛排行老二，可惜父辈
现在都离世了。 （下转7版③）

时隔 70 年的“团聚”
——千里爱心接力为烈士寻亲记

邵阳日报记者 肖燕 通讯员 王建腾

10月8日是第22个“全国高血压日”。当天上午，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内科在该院门诊大厅举办全国高血压日公益宣
传义诊活动，为群众免费检测血压，传播健康知识，呼吁市民重视高血压等慢性病的防控。

记者 陈贻贵 通讯员 李文娟 孟天笑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