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泸溪“党员e信通”
成致富信息库

本报4月11日讯（通讯员 向民贵 胡大刚 记者 孙敏坚）
“这台‘e信通’就是一个随时查询、随身携带的信息库，家里
的10亩烤烟不用愁销路了。”4月8日，泸溪县浦市镇马王溪村
党员毛兴刚拿着“党员e信通”手机高兴地说。

今年以来，泸溪县大力推进“党员e信通”学习平台建设，
确定了浦市镇、兴隆场镇、解放岩乡等为试点乡镇，为1045名
种、养殖大户和村干部每人配备了1台“党员e信通”手机。 种、
养殖户只需登陆手机客户端，就能轻松查询到全国各地的农
产品价格、市场需求以及农资工具价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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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阴转阵雨 13℃～19℃
湘潭市 多云 14℃～22℃

张家界 多云转阵雨 15℃～27℃
吉首市 多云转阵雨 13℃～22℃
岳阳市 多云 16℃～23℃

常德市 晴转多云 15℃～27℃
益阳市 多云 16℃～25℃

怀化市 阵雨 11℃～18℃
娄底市 多云 14℃～21℃

衡阳市 多云转阵雨 14℃～20℃
郴州市 阵雨 11℃～17℃

株洲市 多云转阵雨 14℃～21℃
永州市 小雨 12℃～18℃

长沙市
今天阴天间多云，明天阴天
北风 ２~3 级 13℃～21℃

２０13年4月12日 星期五
通讯员新闻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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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11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乐水旺）今年3月，宁远县九嶷山景区路
旁处处油菜花香，吸引游人驻足。 回忆起
当时的盛况,今天,村民梁成群欣喜地说：
“去年， 县三农农机专业合作社流转1千
亩水田种油菜，我们跟着种，形成了3000
亩的油菜花景观带。 整个花期，每天有百
多名游客进村吃住。预计每亩还有近700
元的菜籽油收入。 ”

该县三农农机专业合作社去年6月
成立，会员220人，有各种农机具300多台
（套）。 面对全县农机生产率低的现状，他
们通过入股、租赁等流转耕地2万多亩发
展“稻、稻、油菜”轮作，推动农机化生产。

带动全县10万亩二季轮作地发展“稻
（烟）、稻、菜（油菜）”三季轮作，仅此一项
农民增收7000万元。 他们还发挥合作社
团购优势， 为广大农户提供低于市场价
10元/公斤的优质水稻杂交种等农资，实
行“农机团购作业”8折等，降低了农业生
产成本。 在该县清水桥镇胡家村，村民胡
国尧给我们算起了账：“现在，犁田、集中
育秧和插秧、 收割稻谷农机作业费每亩

300元，每亩比以前节约360元。 ”
同时，得益农机合作社的统一调度，解

决了农机闲置率高的问题， 平均作业时间
提高35%以上。 该县中和镇羊岭头村农
机户周运富的作业范围过去只在本镇，
农机闲置半年以上。 现在，他跨县作业，
服务收入过去每年不到10万元，去年以
来已有30万元“进账”。 今年，他又购买
了一台中型拖拉机。 目前，全县农机作

业面积从2012年前不到3万亩，发展到21.2
万亩，占全县耕地面积的44.1%，为农民节
约成本近8000万元。

本报记者 白培生 邓明
通讯员 邱爱国 魏智华

听说汝城县田庄乡去年建了个绿色
蔬菜标准种植基地，且对退役军人就业、
创业大开“绿灯”。 近日，记者专门前往采
访。

田庄乡土质好，气候温和，适宜蔬菜
种植。 去年，广州粤旺农业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在这里投资建设绿色蔬菜标准种植
基地，目前已完成投资900多万元，流转
土地2061亩，发展露天种植1500亩，建设
标准钢架大棚182个。 两个温控、湿控全
自动玻璃观光大棚也近完工。

站在松软的田埂上， 只见新搭建的钢
架大棚连成一片，颇为壮观，里面种植的生
菜等蔬菜青翠欲滴。据了解，目前基地钢架
大棚均已投产，所产蔬菜直销粤港澳。

“这个项目运转顺利，与员工素质密
不可分。 ”公司总经理张红革介绍，目前
公司招聘了40多人，其中退役军人10名。

“为什么招了这么多退役军人？ ”记
者问。

“他们作风扎实，敬业负责。 ”张红革

告诉我们，项目开建时，土地流转、经济
补偿等问题接踵而至，忙得他焦头烂额。
没想到公司聘的几个退役军人主动挑大
梁，解决了一系列难事，他大为感动。 事
后他决定，招聘员工优先录用退役军人。

“你把这片杂草铲除了，你们几个把
这个渠道整修一下……”在基地一角，在
这里务工的退役军人何小林正带着几个
员工劳动，特别细致认真。

“你在这里工作还好吗？ ”记者上前

问。
“很好很好！ 感谢公司为我们搭建了

一个创业平台。 ”何小林爽朗地说，去年
项目开建时他就过来了，现任组长，带15
个人，负责30个大棚的生产管理。

“他把家都搬过来了，工作好负责。 ”
一名员工说。

张红革告诉记者， 下一步公司将拿
出专项资金，设立退役军人创业园，鼓励
和扶持他们在这里创业。

退役军人挑大梁
资阳病险水库全部除险加固

本报4月11日讯（通讯员 蔡东瀛 邢玲 刘凌云 记者 杨军）近
日， 随着益阳市资阳区新桥河镇洪光仑水库大坝清扫干净，
该区28座上型号水库全部除险加固到位。

资阳区境内有中型水库1座、小Ⅰ型水库3座、小Ⅱ型水
库24座。这些水库大多建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病险严重。近
年来，该区中型和小Ⅰ型水库除险加固工作陆续完成。 由于
村管24座小Ⅱ型水库没有国家投入，区财政在十分紧张的情
况下挤出资金，使小Ⅱ型完成了水库应急除险。

人脸识别防冒领
苏仙区依靠科技监管离退休金发放

本报4月11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曹碧波）近日，郴
州市苏仙区投入10万余元，启动“人脸建模”系统，对机关、事
业单位等离退休人员进行认证， 为离退休金发放筑起一道

“安全墙”。
“人脸建模”利用计算机图像处理技术识别身份，具有高

效、准确、便捷的特点。 离退休人员只需到区社保处或能上网
的地方，正视识别设备5秒左右，即可完成建模工作。 建模完
成后，离退休人员每年可在家里、网吧、社区等具备认证条件
的地方，自行完成养老金领取身份认证，既解决了离退休人
员认证难的问题，又能有效防止养老金被冒领等现象发生。

本报4月11日讯 （记者 陶小爱
通讯员 凌小妹 陶芳芳） 望城招商
引资来势喜人。 该区在今天召开的
商务工作大会暨招商引资项目集中

签约仪式上， 现场签约普洛斯长沙
（望城） 城市配送中心、 天章绿色印
刷文化产业园等10个重大项目， 协
议引进资金达27.97亿元。

望城新引入10个重大项目落户

本报记者 尹超
通讯员 钟亚 熊鑫

4月7日一大早， 桑植县麦地
坪白族乡麦地坪村年逾八旬的孤
寡老人斗二姐开始下地种菜。 菜
种、玉米种都是该县副县长、公安
局局长邹惠专程送来的。

上个月初，邹惠来到该村。 看
到斗二姐在山丘上的两间破屋子
里住着，也没个邻居照应，一时百

感交集。“奶奶， 您应该住敬老院
呀！ ”邹惠表示要送斗二姐去县里
的敬老院安享晚年。可斗二姐婉言
谢绝了邹副县长的好意。乡干部告
诉邹惠，乡里和村里好几次动员她
去敬老院，老人只愿自食其力。 临
别时， 老人向邹副县长坦露心愿：
“想买些好菜种和优质玉米种。 ”

4月2日， 邹惠把精心挑选的
辣椒、茄子、西红柿及玉米等种子
带上，冒雨送种到斗二姐家。

斗二姐的心愿

宁远 4成耕地实现农机作业

4月11日，省儿童医院，许多家长带着小孩排队就诊。最近气候多变，进入细菌滋生、感冒多发季节，前来
就诊的病人明显增多。医生提醒，房屋要勤开窗，小孩要多洗手。学校和家长要加强对少儿的监控，有病及
时就医，出现发烧、咳嗽等严重感冒症状的，需严密监测患者呼吸功能。 本报记者 刘尚文 摄

在汝城县一家绿色
蔬菜标准种植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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