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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责编 周卫国 版式编辑 余蓉 责任校对 程小林 要闻3２０11年11月3日 星期四

［讲述］株洲市芦淞区一网店店
主 刘耀

［整理］本报记者 沙兆华
10月28日，我的网上小店“雨季

靓装 ”终于冲上4颗蓝钻 。这意味着
在短短的4个月之内，我成交2000多
笔生意， 并得到了2000个电子客户
的好评。对于我这个试水才1年多的
网络小店来说，确实不易。电子商务
为我创业打开了广阔的空间。

我今年30岁，是株洲市人，大学
毕业后在深圳谋职， 体验到生活的
辛酸。 听到家乡株洲的服装批发市
场渐成气候后， 我就开始在广州寻
求服装供货渠道，并在去年3月回到
株洲，贷款20多万元，在芦淞区服装
大市场买下了7个平方米的店铺，经
营服装。

经营小店时， 面对强大的讨价
还价队伍，我被“杀”得一败涂地，开
始对砍价的顾客由热情变成冷落 ，
这样的态度也让我的小店门可罗
雀 。当时 ，为了改善小店的经营 ，我
在网上申请了一个店面， 因为什么
都不懂，我的网上小店如白纸一张，
几个月没有做成一单生意 。 唉 ，当
时， 实体店生意不好， 网店无人问
津。

山重水复疑无路， 柳暗花明又

一村。去年5月6日，我从芦淞区网络
创业基地楼下经过， 创业基地一则
招生广告吸引了我。好奇的我，当踏
进网络创业基地的门时， 就感觉找
到了自己梦想的家园。 这里是株洲
市和芦淞区两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门共同创建的培训实训基地 ，
免费为有意发展电子商务的青年人
提供培训， 当看到基地里完善的教
学设备和丰富的教学安排时， 我毫
不犹豫地报名参加了。

当时那一期的学员有40多人 ，
我是最勤奋的，除了按时上课外，每

天晚上都主动来基地进行实际操
作。慢慢地，我学会了如何将自己的
网上小店装饰得有品位， 如何在网
上与客户打交道， 如何充分利用页
面 ，展示出自己的商品 。经过包装 ，
我的小店以全新的面貌亮相了。

我最难忘的就是去年的 7月 4
日。那天，我从网店上销售了第一件
衣服。我真的很开心，感觉自己的付
出正在得到回报。

电子商务是一门很深奥的学
问。我们这些“小鱼”、“小虾”只能将
市场划分到令人心痛的程度， 我开

始将女装细化到裙装， 再到尽显欧
美时尚的连衣裙， 以细化消费群抢
占市场份额 。从去年9月开始 ，小店
的裙装受到一些美眉的关注， 热闹
起来，每天，在网上成单的交易超过
了10件，收益慢慢地直线上升，到现
在实现月收入万元。

网络的兴起， 给现代物流服务增
添了生机。 芦淞区网络创业基地孕育
了我们商机意识，我感谢这个基地，它
把我们这些个体户带进了电子商务广
阔的天地里。目前，这里培训了像我这
样的学员2126人，其中，1217人在网上
开了网店。我相信，将有越来越多的人
在互联网上淘出无限商机， 在网上再
造一个芦淞服饰城。

［链接］
近几年来，省委、省政府加快打

造数字湖南，推进信息化进程，电子
商务在三湘迅速兴起。 仅湖南省国
际电子商务应用平台已注册企业达
3638家， 覆盖了全省有进出口业绩
企业的98%以上。湖南“十二五”规划
又提出了新的目标， 大力发展移动
电子商务， 着力打造全国移动电子
商务产业聚集区。 深入推进国家移
动电子商务试点示范省建设， 打造
面向各行业的全国性移动电子商务
综合应用服务平台。

本报记者 孙敏坚 通讯员 刘也

在湖南建工集团总公司湘麓
国际二期酒店（公寓 ）项目的建筑
工地上， 经常看到这样一个身影：
他头戴红色安全帽、身穿蓝色工作
服，一有休息时间就坐在某个安全
的角落里，手捧着书本津津有味地
读着，全然不顾周围嘈杂的声音。

他叫叶钦 ， 是一名水电施工
员，刚当选为省
第十 次 党 代 会
代表。叶钦出生
在 望 城 区的 一
个农村家庭 ，家

庭条件艰苦。1994年， 读完高中的
他，在老乡的介绍下来到长沙一处
建筑工地当上了一名电工。

一次 ， 他和工友在工地上施
工，工友因用电不当被当场击倒在
地 ，差点送了性命 。看着活蹦乱跳
的工友转眼就躺在病床上动弹不
得 ，叶钦意识到 ，农民工虽然有强
壮的身体，但如果没有过硬的技术
和扎实的理论知识，不仅在城里呆
不下去，可能连命都会赔进去。

他开始自学电工知识。 白天，
他总跟在老师傅后面不厌其烦地
问， 珍惜每一个动手学习的机会；
晚上，他骑1个多钟头的自行车，到
电业局举办的电业培训夜校上课。
在老师的指导和自己的努力下，他
于1995年取得了电工证，又先后考
取了特种作业操作证、电气工程职
称 、安全员证等各类证书 。他将学
到的新方法、新工艺不断用于工作
实践中，大大提高了自己的作业水
平， 迅速成为工地的业务骨干。工
友们亲切地称他为 “学习型 ”农民
工。

“学习型”农民工

基层来的党代表

通讯员 李隆军 本报记者 刘文韬

【人物档案】
周朝， 2007年毕业于中南林

业科技大学 ， 本科学历 ， 现为武
警湖南总队直属支队二大队四中
队排长 ， 曾荣立三等功一次 、 嘉
奖一次 ， 并被评为 “优秀带兵干
部”。

【故事】
10月下旬 ， 周朝激动地从支

队领导手中接过一个红彤彤的三
等功证书 。 这是总队为表彰他今
年7月在执勤过程中勇擒毒贩的奖
励。

7月10日， 周朝奉命带领战士
在长常高速公路长沙西收费站担
负执勤任务。 凌晨2时许， 一辆黑
色别克小轿车驶进收费站 ， 车内
共有5人。 在官兵示意下， 小车停
靠路边 。 周朝走上前进行检查 ，
却发现驾驶员神情慌张 ， 不愿配
合检查。

凭着多年执勤经验 ， 周朝觉
得车上可能有问题 ， 立即拨拉枪
栓以作警示 。 司机被迫熄火 ， 其
余几人也跟着下车 。 可其中一人
一出车门 ， 拔腿就跑 。 早有防范
的周朝反应极快 ， 一个箭步冲上
去 ， 揪 住 该 人 ， 一招 “抱 腿 顶
摔 ” ， 便将其掀翻在地 。 其他几
人被周朝所震慑 ， 呆在原地不敢
再跑。

官兵一起 ， 先将 5人戴上手
铐， 然后对小车进行检查。 果然，
在后车厢内搜出毒品 “麻古” 200
多粒。

经公安部门审讯得知 ， 这是
一伙贩毒分子 ， 原本打算将毒品
运到长沙贩卖 ， 没想到还未进城
就 “栽” 在武警战士手中。

【感言】
4年军旅生活， 塑造了一个果

敢 、 成熟 、 自信的我 。 在部队这
个大熔炉里 ， 我将更加努力训练
和学习， 争取再立新功。

———记省党代表、湖南建工集团总公司水电施工员叶钦

水电施工能手叶钦。 通讯员摄

■大学生军人风采

一招擒毒贩

本报11月2日讯 （记者 陈惠
芳 王小华 通讯员 吴江蓉 ） 今
天， 长沙聚钰轩奇石馆开馆 ， 吸
引众多 “石友 ” 慕名前往观赏 。
这是我省迄今为止最大的奇石
馆。

昨日刚刚结束的2011年湖北
观赏石、 宝玉石文化节上 ， 该馆
参展的矿晶体 “国宝熊猫 ” 一举
夺得金奖 。 这一展品由重晶石 、
方解石、 闪锌矿3种稀有矿质天然
而成 ， 整体形状酷似国宝熊猫 ，
极具收藏性与观赏性。

聚钰轩奇石馆位于长沙城南
板块， 为廖文武创办。 展厅占地

面积近2000平方米 。 展馆以奇石
品种之多、 藏品之全 、 精品之丰
雄踞我省奇石界龙头地位 。 馆内
收藏1000余件奇石精品 ， 藏品大
小 不 一 ， 形 态 各 异 。 镇 馆 之
宝———红福胜天 ， 色彩明艳 ， 晶
莹透亮。 它由3层红色方解结晶石
而成， 长2.6米， 高1.82米 ， 厚0.8
米， 重达5吨。 该馆本着 “以石会
友” 的宗旨， 旨在打造一个弘扬
奇石文化、 交流奇石心得 、 传递
奇石价值的高档会所和 “石友 ”
们的精神家园。

右图为长沙聚钰轩奇石馆收
藏的 “国宝熊猫”。 王小华 摄

本报11月2日讯 （记者 陈永
刚 ） 记者今天从长沙轨道交通公
司了解到 ， 长沙五一广场高架桥
已完成现场测量 、 临建设备等前
期工作 ， 即将开始桥台立柱浇筑
等大规模施工 。 高架桥预计于明
年春节前建成通车。

为了配合五一广场地铁站的
建设，原有的五一广场立交桥于去
年10月被全部拆除。随着五一广场
东西方向的地铁2号线车站主体封
顶，其上方的高架桥建设也拉开建

设序幕。根据新五一广场的设计方
案，五一大道以高架桥的形式上跨
黄兴路，桥梁长197.5米（包括桥台
部分）、宽21米，桥梁东西引道全长
134.8米。五一大道与黄兴路由原来
的平交变为立交，东西向车流和南
北向车流互不干扰。

另据了解 ， 五一广场黄兴路
方向正在进行地铁 1号线车站的
施工 ， 车站主体预计于明年 7月
初完工 ， 届时车站上方的黄兴路
也将恢复路面。

五一广场高架桥开建

我省最大奇石馆开馆

一个网店“淘”出创业梦

刘耀在芦淞服装市场自家成衣店盘点衣物。 本报记者 赵持 摄

———听百姓讲故事
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

本报11月2日讯 （记者 陶海音）
今天 ，省委常委 、常务副省长于来山
在省调煤保电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
强调 ，在迎峰度冬的关键时期 ，全省
各地 、各有关部门 ，要坚决贯彻落实
省委、省政府调煤保电的一系列政策
措施 ， 进一步完善调煤保电工作机
制，主动为煤矿及发电企业的调煤保
电搞好服务 ， 特别是负责办理煤矿
“五证一照” 的部门要在确保安全生
产、符合国家规定和基本办事程序的
前提下， 联合到煤矿企业现场办公、
送证上门 ， 同时要为电煤供应开辟
“绿色通道”，质监部门派员进驻电厂
负责电煤质量监管，不折不扣地完成
调煤保电各项任务，确保全省城乡不
停电。

今年湖南的电力十分紧张，是个

非常特殊的年份， 主要原因有五个：
一是降水偏少 。 湖南有文字记载以
来， 今年的降雨量是最少的一年。我
省平常年份的降雨量在1400毫米左
右，但今年只降了800多毫米，来水锐
减，导致我省1300多万千瓦的水电装
机出力严重不足，火电机组尽管全力
发电也难缓解供电紧张。二是全国性
的电荒使从外省调煤难度增大，加剧
了我省电煤紧张，许多省都限制本省
电煤出境。三是“市场煤”与“计划电”
的矛盾，致使一些煤炭企业不愿把省
内生产的电煤卖往本省的电厂，而电
厂负债经营 ，运行日益艰难 ，发电的
积极性受影响。四是湖南电网与外省
相通的三条主要联络线，因电网安全
原因国家对外省电力入湘通道降压
运行 ， 使外电入湘输入通道严重受

限。五是调煤保电的一些体制机制不
健全， 一定程度上影响电力供应。

于来山强调 ， 省委 、 省政府高
度重视电的问题 ， 下了最大的决心
来抓调煤保电， 从10月1日开始连续
下发了 7个文件 ， 采取了一系列措
施 ， 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 ， 但是我
们不能满足现有成绩 。 现在我们进
入了旱季 ， 冬季来水偏少 ， 水库蓄
水明显低于往年 ， 加上春节用电高
峰期将来临 ， 而春节煤矿企业停产
休假 、 运力偏紧等 ， 全省调煤保电
的压力非常大 。 各级各有关部门要
坚决贯彻省委 、 省政府调煤保电的
决策部署 ， 进一步加强领导 ， 强化
措施 ， 想尽一切办法 ， 采取一切措
施 ， 确保完成电煤供应任务 、 火力
发电任务和煤炭价格调节基金征缴

任务 ， 确保顺利迎峰度冬 。 煤炭 、
煤监 、 国土 、 工商等部门要在坚持
“安全第一”、 不降低标准的前提下，
积极为煤矿企业搞好服务 ， 对煤矿
企业 “五证一照 ” 的办理 ， 由煤炭
部门牵头 ， 简化程序 ， 联合办公 ，
限时办结 ， 送证上门 ， 对全省符合
条件的煤矿企业 ， 要在11月份全部
办好有关证照 。 交通运输 、 公安交
警部门要为电煤运输开辟绿色通道，
对持有绿色通行证的电煤运输车辆，
免收过桥过路通行费 。 质监部门要
派员进驻每一个火电企业开展电煤
质量执法工作 ， 坚决打击掺杂使假
和压级压价行为 。 对工作推诿 、 执
行不力 、 影响全省调煤保电大局的
单位 ， 要严肃追究相关单位主要领
导的责任。

于来山在省调煤保电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

送证上门搞好服务 全力以赴确保供电

本报11月2日讯 （通讯员 林
柯）11月1日晚， 双色球第2011128
期开奖， 红色球号码为09、11、14、
17、19、23，蓝色球号码为12。 我省
彩民再拔头筹， 喜中1注一等奖，
获奖金745万余元，中奖地是长沙
长征花园粮校巷内50米43019845
号投注站。 据统计，这是我省今年
中出的第36注双色球一等奖。

双色球自第2011123期启动2
亿元大派奖活动来， 高金额大奖
不断爆出， 点燃了彩民的投注热
情。 在派奖助力下，双色球销量不
断攀升， 双色球奖池的累积情况
也相当喜人，目前奖池达3.6亿元。

长沙彩民获双色球
一等奖745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