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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志林

9 月 6 日，记者从长沙飞赴宁夏银川，采访第

二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抵

达时在机场遇到来自江苏等地的同行，他们都

说，航班塞满了。

9 月是宁夏最美好的季节，灿烂的阳光下，

银川平原透着秋的爽劲。贺兰山下，葡萄红了，葡

萄酒更香了，游客闻香而来。

闽宁，成为中国红酒的重镇

9 月 7 日，第二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

化旅游博览会在银川市闽宁镇拉开序幕。“中国

葡萄酒·当惊世界殊——荟聚贺兰山·携手向未

来”是大会的主题。这样宏大的叙事，是从闽宁这

个小镇开始的。

1997 年春，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习近平到

宁夏调研东西协作对口帮扶工作，被西海固“苦

瘠甲天下”的贫困深深触动。在他的提议下，来自

西海固不宜生存地方的贫困群众，不久搬迁到了

银川平原待开发荒漠地，开始新家园建设。习近平

亲自命名这个移民村为“闽宁村”。

幸福从来是奋斗出来的。当年，这里也是一

片荒漠。记者采访镇上一些老移民，他们回忆起

当时拓荒的经历，话语里满是辛酸。戈壁滩上的

地，肉眼可见的是土疙瘩，可一锹下去，翻出来的

全是沙。很长时间，移民做的一件事就是筛沙填

土，从很远的地方拉回土，掺和到沙子里。

在福建人民的大力支援下，换了人间的故事

就在这片荒漠之地奇迹般地发生了。现在，许多

闽宁村民的收入和日常生活已经离不开葡萄园

和葡萄酒。

2021 年 ，闽 宁 镇 村 民 年 人 均 收 入 15000 多

元，而刚刚迁移过来时，只有不到 500 元。现在，

闽宁已经是中国红酒的重地，更是宁夏葡萄酒全

产业链展示和销售的大舞台，推动着区域内葡萄

酒产业融合发展。

40多年“栽好一根葡萄藤”，贺兰
山红遍世界

9 月 8 日，记者爬上贺兰山，向东俯瞰，一马

平川的银川平原上，连绵不绝的葡萄园，在阳光

的映衬下，如绿色的锦缎，让人悠然心会。

黄河水母亲般的温润滋养着，贺兰山父亲一

样不惧风沙的吹打呵护庇佑着，坐拥 1100 米的

“黄金海拔”，得天独厚的光热资源禀赋，无可复

制的风土气候条件，造就了这里全世界公认的葡

萄酒“黄金产区”。

而这个黄金般的秘密，是在 40 多年前才逐

渐被发现的。

记者来到玉泉酒庄参观，酒庄负责人很自豪

地声称，公司是宁夏葡萄园的发祥地。1978 年，

这里栽下了宁夏第一片葡萄园，不过，那时这里

名叫玉泉营农场。1984 年，他们建立了宁夏第一

家酒企，灌装出了第一瓶宁夏红酒。目前，这个企

业拥有葡萄园面积 6 万亩，葡萄酒加工能力 4.5

万吨。

在贺兰山下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宁夏始终咬

定“栽好一根葡萄藤”不放松，向着打造世界级的

葡萄酒产地进发。曾经的艰难困苦，在几十年同

心同德的奋发中，迎来产业发展的高峰，让这里

成为世界著名的葡萄酒产地之一，贺兰山红遍世

界。目前宁夏酿酒葡萄种植面积达 52.5 万亩，占

全 国 的 近 1/3；年 产 葡 萄 酒 1.3 亿 瓶 ，占 全 国 的

37.3%。本届博览会上，1000 余款美酒精彩亮相，

签约金额超 173 亿元。

一路酒庄，香满“塞上江南”

汽车跑在贺兰山下的公路上，一家家酒庄的

标牌扑面而来。酒庄掩映在树林中，风格各异，就

像葡萄酒香，在勾引起你的味蕾之前，需要你去

细细品味。

葡萄酒的滋味，丰富多彩，如人生一般，这便

需要酒庄来涵养。好的葡萄酒一定有好的酒庄，

有好的地窖、木桶和发酵环境。

记者参观的立兰酒庄，非常注重细节。一尘

不染的车间和酒窖，就能看出其日常工作的精

细。酒庄的负责人介绍，为了让灌溉的水深入土

壤，引导葡萄根系下扎，葡萄园在七月以前每次

滴灌时间都达到 12 小时。收获季节，葡萄必须在

早上九点前完成采摘并放在阴凉处，以防止果香

被阳光和高温损害。破碎后的葡萄进入发酵罐

后，会用干冰快速降温至 6 摄氏度，并保持 6 天以

提取葡萄皮中的花青素，更好地保护果香的原

味。

玉泉国际酒庄，离国道不远，占地面积达到

了 30000 平方米，既有宋朝建筑的风韵，又与西

夏文化相融。因为对葡萄酒文化的执着探寻，一

不小心，一个酒庄竟“玩”成了四星级的旅游景

区。我们离开时，天渐渐暗下来，便有一些城里人

开着车带着帐篷，准备宿营。这个季节的酒庄，夜

里的晴空，满天星斗，萤火虫哼着小调轻盈舞着，

绽放着也许是生命最后的光华。

目前，在贺兰山东麓，建立的葡萄酒酒庄达

200 多家。这些酒庄，在国际国内市场上攻城略

地。而在另一头，它们连着土地上的千家万户，让

曾经的戈壁成了流金的地方，百里的绿色葡萄带

更构成新的生态屏障。

“塞上江南”，干出葡萄酒大产业，从来没有

像现在这样显得如此丰盈和厚实。

湖南日报9月12日讯（全媒体记者 彭可心

通讯员 方杰 张韬）记者今天从广铁集团获

悉 ，今 年 中 秋 假 期 ，广 铁 集 团 发 送 旅 客 共 计

393.4 万人次，其中高铁发送 324.7 万人次，约

占总发送量的 82.5%。长沙火车南站发送旅客

共计 41.3 万人次，客流高峰日为 9 月 10 日，发

送旅客量 13.3 万人次。

12 日，假期最后一天，旅客纷纷踏上返程

旅途，广铁集团迎来返程客流小高峰，客流呈

现周边中小城市向中心大城市回流态势。广铁

今日开行旅客列车 1001.5 对，其中高铁动车组

列车 901 对，为返程旅客提供充足运力保障。数

据显示，广铁今日预发送旅客 107 万人次，到达

旅客 112 万人次。

为应对返程客流，广铁集团加大老、幼、

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服务力度，畅通车站窗口

售票、人工检票等传统服务渠道，保证老年人

和脱网人群出行需要；各大车站认真做好火车

站地区接驳运输工作，畅通旅客出行“最后一

公里”，积极与市政交通部门联动，根据列车到

达时刻，协调加开或延长公交、地铁、出租车运

营时间，优化火车站出站口行车路线，保障旅

客出站后顺畅回家。

广铁集团持续加强科技防疫能力，管内各

大车站进站口、出站口和便捷换乘通道安装

5G 智能健康核验防疫平台 400 余台，大大提升

查验效率。长沙火车南站对管内 18 个车站的自

助实名制核验闸机、人工实名制核验设备等进

行全面升级，自动查验旅客核酸检测结果，提

高旅客通行效率。

湖南日报9月12日讯（全媒体记者 张尚武

胡盼盼）中秋时节，湘猪产业集群核心区——

湘潭市，创新推出“全猪宴”：组织 10 家生猪养

殖加工龙头企业，开发 130 多个预制菜品种，丰

富市民节日餐桌。

湘潭是优质湘猪重要生产基地。沙子岭猪

是“华中两头乌”优良品种，列入国保名猪。近

年来，沙子岭猪走保种与开发相结合之路，种

群不断扩大，全市年出栏沙子岭猪及配套系湘

沙猪逾 40 万头。2020 年开始，湘潭沙子岭猪特

色产业领衔湘猪产业集群，列入国家首批优势

特色产业集群项目支持范围。

根据湘猪产业集群项目定位，湘潭沙子岭

猪要在全产业链上走出新路子。市里用好用活

项目资金，着力扶持伟鸿、长盛、汇弘、毛家食

品等 10 多家龙头企业，重点攻关生猪屠宰深加

工，推进湘猪产业集群延链、补链、强链。

3 年来，沙子岭猪产业集群建设争取中央

财政投入 7500 余万元，撬动社会资本投入逾 6

亿元，加快沙子岭猪产业集群成链。伟鸿食品

公司新上设备，一头猪分割成 230 多个产品，抢

占国内高端超市。汇弘实业新上年屠宰生猪

100 万头的全自动生产线，打造 5 万吨库容的

冷冻库，冷链流通不掉链。

做优一桌湖南饭，产业链延伸到餐桌。长

盛科技公司开发的梅菜扣肉，在长株潭等地每

天销量达 1.5 万份。三旺实业开发烤乳猪、肉丸

等预制菜肴畅销广州、深圳。毛家食品开发毛

家红烧肉等系列产品，年销售额逾 2000 万元。

梅菜扣肉、培根、肉肠、红烧肉、贡丸……

琳琅满目的熟食产品，只需简单加热就可上

桌，让很多年轻人在家中轻松当“大厨”。省生

猪产业技术体系专家吴买生称，全国预制菜市

场火起来了，产业规模预计超万亿元。沙子岭

猪抢抓预制菜“风口”，每头猪可增值 3000 元，

增加就业逾万人。

沙子岭猪产业集群成链，开发130多个预制菜产品

湘潭做优一桌“全猪宴”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跃兵

阳光洒落山岗，金色稻浪起伏。

9 月 10 日，东安县舜皇山国家森林公园，

层峦叠嶂大山里，塘家村梯田泼墨出金灿灿的

丰收画卷。游人在田垄间留下欢声笑语，拍下

张张笑脸。

村民唐小云忙着招待客人。唐小云介绍，

村庄地处海拔 800 多米的舜皇山腹地，离东安

城区 50 多公里，先民在这里开垦了层层梯田。

过去，进出塘家村的道路崎岖狭窄，种田

收入微薄，村民大多外出打工，田荒了、景废

了、村空了。

2019 年，东安县对塘家村梯田实施原生态

风貌保护，复垦耕田、兴建水利、完善交通……

荒芜、废弃的梯田全部复垦耕作，曾经遭到破

坏的“七星捧月”梯田景观再现美景，泥沙路变

成了宽阔的水泥公路，塘家村成为摄影爱好

者、自驾游者的热门打卡地。

今年中秋小长假，塘家村梯田稻谷成熟，

游人成倍增长。

唐小云说，比过年还热闹，原来自给自足

的土菜、米酒，很受游客欢迎。去年，纯收入 10

多万元。

村民陈孝红是种粮大户，连日来，他忙着

收割稻谷，闲暇时接收网友的订单。他说，村里

的稻谷名声在外，销售不愁，价格看好。

今年以来，塘家村已接待游客2万多人次。

塘家村梯田景美客多

“塞上江南”干出大产业，成为世界著名的葡萄酒产地——

葡萄酒香 贺兰山红
中秋假期广铁发送旅客393.4万人次

长沙火车南站发送旅客41.3万人次

▲ ▲（上接1版①）

郴州市委常委会会议组成人员、相关市级

领导和有关市直部门负责人，逐一对各县（市、

区）的发展现状进行点评。“争资立项亮点不

多”“环境隐患依然突出”“安于现状、等靠要思

想明显”等评语，点准穴位，辣味十足。

“以督促战，就是要突出强烈的问题导向、

强烈的斗争精神、强烈的战斗气息和强烈的冲

锋状态。”郴州市委书记吴巨培介绍，每一地的

督战会只开半天，干净利落、务求实效，前期的

调研摸底却十分全面。

督战之前，郴州市委派出多个“调研组”和

“暗访组”作为先锋队，深入各地明察暗访。谈

心 谈 话 1000 余 人 次 ，走 访 210 个 机 关 事 业 单

位、110 家民营企业和 260 个省市级重点项目，

形成 21 万余字的调研报告、3 个多小时的暗访

实录片，为市委督战提供第一手资料。

对症下药，对账销号

嘉禾县上半年多项经济指标增速喜人，夺

得“六个全市第一”。督战会上，嘉禾县与会人

员铿锵有力的发言，既是底气的体现，也是干

劲的彰显。

形成对比的是，一些发展中面临较多困难

的县，会场气氛略显凝重。某县级领导说：“半年

度经济指标不好看，汇报起来都不敢太大声。”

士气不足，需要大吼一声、猛击一掌。每到

一个县市区，督战会充分发挥“把脉问诊、扬长

避短”的作用，凝聚起“一家人、一条心、一起干”

的力量。郴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阚保勇说：

“‘督’的目的是为了‘战’，指出问题不是目的，

帮助解决问题、帮助地方发展才是硬道理。”

北湖区全盘认领督战反馈的“环境卫生整

治还有盲区和死角”等问题，及时整改到位，并

“举一反三”动员各方力量参与基层治理、提升

治理质效。

苏仙区针对暗访实录片反映的干部作风

问题，由区纪委监委开展调查，根据调查结果

问责 7 人，并在全区开展作风大检查和作风建

设大评比。

如何从农业大县走向农业强县，是安仁县

的一道“必答题”。郴州市委提出建设“神农药

都、农业强县、制造新区、仁者安仁”的定位，进

一步理顺安仁的发展路径，明晰了奋斗方向。

“没有直面问题的勇气，就没有开拓创新

的篇章。”被督战单位主动认领问题，快速研究

部署，按照“137”工作标准加快整改——对于

市委部署决定的工作，各部门要在 1 天之内研

究，能够办结的 3 天之内必须办结，一时办结不

了的 7 天之内要有阶段性成果。

“ 决 不 能 把 说 了 当 做 了 ，把 做 了 当 做 好

了。”郴州市委督查室负责人介绍，对标对表，

对账销号，截至 9 月 5 日，已有汝城、桂东、资兴

等 7 个县（市、区）明确整改落实清单 97 个，对

暗访发现问题整改到位 69 个。

9 月 8 日，郴州召开全市深化干部作风建

设专项行动部署会，进一步严明纪律要求、提

升工作效能，并出台《郴州市加强干部作风建

设“十严禁”》。

加力加速，决战决胜

全面督战，在郴州各地反响强烈，激发出

广大干部“坐不住、放不下、等不起、拖不得”的

主动进攻意识。

“市委现场督战，让汝城县干有抓手、战有

方向。”郴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汝城县委书

记黄四平表示，针对督战指出的“发展后劲不

足、工作创新不够”问题，一周之内前往广东深

圳、江西赣州等地招商引资，一批重大项目将

在近期签约。

在郴州自贸区（高新区），热火朝天的项目

工地机器轰鸣，开足马力的园区企业干劲十

足。园区 102 项改革试点任务已实施 96 项，264

项落实举措已实施 243 项，制度创新成果丰硕。

一项项喜人成绩的背后，是郴州自贸区（高新

区）“背水一战、杀出重围”的决心和勇气。

“办一次会、兴一座城。”郴州梳理文旅重

点建设项目 123 个，按照“一日一调度、一周一

汇总、一月一督查”的机制推进项目建设，全力

迎接将于 9 月 16 日召开的全市旅发大会，并将

其作为办好明年第二届全省旅发大会的“预

演”，努力打造新时代国内外知名旅游目的地。

士气鼓起来，速度提上来。如今，郴州已从

“两矿”（有色金属矿、煤矿）、“两电”（火电、水

电）、“两烟”（烤烟、卷烟）的传统产业格局中走

出来，在全省的坐标系中谋发展，正迎来前所

未有的机遇期。

以临武县为例，依托丰富的锂矿资源，今

年 6 月举办“百家电池企业走进郴州”招商活

动，小小县城迎来全国 182 家电池企业到场，其

中包括 18 家上市公司，规模之高令人惊叹。郴

州市委此番督战，对临武县提出了打造“电池

产业之都、宝玉矿石之乡、特色农业之县、转型

示范之城”的目标。

淬火砺剑，正当其时！

（黄克宇参与采写）

▲ ▲（紧接 1版②）2016 年，该公司迁入株洲，与中

车株机公司联手攻关，成功解决多项关键技术，

打破德、日等国对高速列车制动盘的垄断。

培育制造名城，株洲在“聚焦、裂变、创新、

升级、品牌”上持续发力，现代产业体系加速构

建，世界级、国家级、区域级产业集群梯度发展、

全面冲锋，为“小巨人”成长提供更多“养分”。

目前，株洲 201 家省级“小巨人”中，国内细

分市场占有率排名前十的有 168 家，占比高达

83.5%，推 动 三 大 优 势 产 业 本 地 配 套 率 分 别 达

80%、30%、45%。

不断攀高的创新能力
——株洲连续 9 次获评全国科技

进步先进城市，名列国家创新型城
市第 37 位

近日，湖南工业大学、株洲高新区签约，共

建集科技研发、产业孵化、人才培育等功能于一

体的大学科技园。这意味着株洲新增一个科技

成果转化“加速器”。

人才跟着产业走，“小巨人”要靠人才兴。在

新一轮人才布局中，株洲围绕产业链、创新链打

造人才链，引进“卡脖子”等关键核心技术领域

人才，实现项目、平台、人才等创新资源一体化

配置。

刘友梅、丁荣军、尹泽勇 3 名本土“企业院

士”领衔，株洲建立起以 171 名领军人才、11 名全

国优秀企业家为重点，11 万名高技能人才和 30

多万名专技人才为支撑的人才队伍。

人才为先、务实为要。近 5 年来，株洲全社会

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年均增长 20%以上，占

GDP 比重从 2.07%增至 3.27%，连续 3 年全省第

一。搭建起以国家重点实验室为引领、52 家国家

级平台为重点、268 家省级平台为支撑的强大创

新体系。

传统的“厂所结合”，即“中车株机+中车株

洲所”“中国航发南方工业有限公司+中国航空

动力机械研究所”模式大有作为。传承“厂所结

合”基因，株洲推行“创新中心+创新联盟”模式，

搭建开放式创新平台，联合上下游共同研发。

创新发展，无处不在。84 岁高龄的刘友梅院

士依然坚持每天上班，带领团队研制新一代无

网轨道交通产品。“80 后”科研人员埋头苦干，株

洲艾美新材料有限公司自主研发切削铍铜合金

棒，成为行业细分领域“隐形冠军”。

不断攀高，搭平台、攻技术、促转化，株洲突

破“卡脖子”技术 80 多项，磁悬浮、涡桨涡轴发动

机、高端 PI 膜等技术国内领先，聚酰亚胺复合材

料、特种高纯功能靶材等实现国产替代，涌现出

全球最大功率电力机车等大批高端装备。

截至 2021 年，株洲高新技术企业 900 余家，

较 2017 年增长 211%。株洲连续 9 次获评全国科

技进步先进城市，名列国家创新型城市第 37 位。

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
——建立动态“种子企业”培育

库，完善链长制、协会、集群等产业
协作机制

时下，株洲联诚集团新基地产销两旺。

入驻新基地前，株洲联诚集团减振器有限

责任公司“蜗居”在居民区，厂房面积狭小。搬迁

后，厂房面积增加一倍，迎来新发展阶段。

“政府部门专业化程度高、办事效率高，为

我们全力抓发展提供了强大信心和动力。”联诚

集团董事长肖勇民回忆，今年 2 月，他受邀参加

株洲首场“政企早餐会”，一口气提出项目竣工

联合验收、土地收储等 6 个困扰企业发展的问

题。会后，株洲市高度重视，部门联动，逐一解

决，为公司改制上市奠定坚实基础。

为建立全域覆盖、线上线下的服务体系，株

洲高位推动，市委书记、市长常态化参加“政企

早餐会”，让企业家“提需求”“定菜单”，党委政

府对照问题解难题、搞服务。

紧盯解决企业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株洲启动万名干部联万企行动，通过该市企业

服务工作热线、政企早餐会、各产业链办公室、

“制造名城”企业服务微信群、诸事达 APP、联企

干部 6 大渠道，全面收集企业问题，坚持提级交

办、全程督办，确保企业难题高效办结，全力构

建“企业办事不求人”机制，帮助企业解难纾困。

株洲将今年确定为“市场培育年”，聚焦关

键环节，精准发力，确保项目落地见效。对 275 项

“一件事一次办”事项进行业务整合与流程优

化，“拿地即开工”“交房即交证”“领照即开业”

成为常态。

株洲为 13 条新兴优势产业链配置主联系银

行，切实提高金融服务精准性。开展政银企战略

对接，今年 4 月，株洲市政府与 13 家省级金融机

构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签约意向金额 9600 亿元。

为培育“小巨人”，株洲建立动态“种子企

业”培育库，完善链长制、协会、集群等产业协作

机制，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作、大中小融通、跨

区域协同发展。

湖南立方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013 年

入驻株洲，迅速成长为湖南新能源锂离子电池

研发生产龙头企业，去年成功入选国家级“小巨

人”企业。“选择在株洲干事创业，没错！”提及当

地政府对企业的帮助，该公司董事长涂健感慨。

截至 7 月底，株洲市拥有市场主体 416459

户，同比增长 25.39%。

湘雅路过江通道右线有序推进
9月 12日，中铁十四局长沙湘雅路过江通道项目右线施工现场，工人在运送管片。中秋小长假期间，该项目400余名建设者放弃休息，坚守岗位，有序

推进项目建设。目前，右线盾构机已推进400余米，顺利穿越湘江西汊到达傅家洲。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田超 通讯员 刘甲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