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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0
日， 绥宁县
大园村在进
行“逗春牛”
民俗表演 。
该县近日举
办为期一周
的“四八姑娘
节”，吸引了
周边县市约
5万人参加。
王岐伟 摄

本报5月20日讯(何书典 唐志卓)
5月16日晚，“许国胜作品专场音乐
会”在安仁一中体艺馆举行。 本场
音乐会的主题是“构建时代忠孝文
明，倡导社会忠孝新风”。

音乐会上， 来自全国各地的
艺术家演绎了《忠孝歌》、《感谢老

师》、《人要感恩》、《仁者安仁 》等
20多个节目，用歌伴舞、独唱 、歌
曲联唱等艺术形式， 诠释了对祖
国和人民的忠， 对父母等长辈的
孝。歌词均由省作家协会会员、省
音乐家协会会员， 省诗词协会会
员许国胜创作。

安仁举行
“许国胜作品专场音乐会”

本报5月20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黄松柏 ） 记者今天从汨
罗市龙舟节组委会获悉 ， 第九
届中国汨罗江国际龙舟节暨海
峡两岸中华龙舟邀请赛将于6月
10日至6月13日举行 。 目前 ， 活
动各项筹备工作正紧张有序进

行。
本届龙舟节以 “中华端午

情 ， 天涯共此时 ” 为主题 ， 以
海峡两岸龙舟竞渡和独具特色的
民俗表演为主要内容。 届时， 来
自台湾 、 香港和澳门的5支龙舟
队与大陆7支龙舟队同江竞技。

芙蓉区10万元大奖促消费

汨罗江龙舟节六月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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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晴 20℃～30℃
湘潭市 晴 16℃～32℃

张家界 晴 21℃～34℃
吉首市 晴 20℃～34℃
岳阳市 晴 22℃～28℃

常德市 晴 21℃～32℃
益阳市 晴 21℃～32℃

怀化市 晴 18℃～32℃
娄底市 晴 19℃～32℃

衡阳市 多云 22℃～30℃
郴州市 多云 22℃～28℃

株洲市 多云转晴 22℃～31℃
永州市 多云 22℃～29℃

长沙市
今天到明天晴天间多云，早上有雾
南风 ２~3 级 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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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20日讯 （记者 杨军 通讯员
石科圣 罗中华 ） 近日 ， 记者到桃江
县石牛江镇采访， 见绿色田野上立起
大片蔬菜大棚， 面积有350亩， 蔚为壮
观。 镇党委书记刘牛元告诉记者， 这
是通过土地信托流转， 引进种植大户
和农业产业龙头企业发展起来的。 至
5月中旬， 该镇共流转土地1.8万多亩，
占全镇可耕种土地的50%。 除蔬菜外，
生猪养殖、 优质稻种植和稻米加工等
也形成了较大规模 ， 带动了农民致
富。

石牛江是劳务输出大镇 。 近年
来 ， 随着外出务工 、 经商人员增多 ，
以 “口头协议” 方式将耕地承包经营
权转让的情况逐年增多， 常常引发纠
纷。 2010年， 该镇被定为全县土地信
托流转试点镇。 土地信托流转， 即由
政府出资在乡镇设立土地托管机构 ，
农民在自愿的前提下， 将名下土地承
包经营权委托给政府土地托管机构 ，
农业企业、 种养大户再从土地托管机
构连片租赁土地， 从事农业开发经营
活动。 为做好试点工作， 石牛江镇采

取健全机构、 完善制度、 鼓励大户租
赁等措施， 使农民手中的零星土地向
大户集中 ， 发展规模经营 。 2011年3
月， 通过土地信托流转， 该镇引入良
友蔬菜专业合作社。 目前， 该合作社
已建蔬菜种植基地2200亩， 蔬菜冷藏
能力达1000吨 ， 年销售收入
可达5000万元。

在石牛江镇 ， 种养大户
和农业企业采用 “公司+基
地”、 “合作社+基地+农户”
等模式发展生产， 逐步建立

了蔬菜、 食用菌、 优质稻、 生猪等8大
种养基地 ， 并形成了稻米加工等产
业。 该镇已被定为全县万亩蔬菜示范
基地， 黄泥田、 化字炉、 长冲等3个蔬
菜基地核心村还被定为全县新农村建
设示范片。

信托流转一半土地

本报5月20日讯 (通讯员 李纯 聂国颂
记者 段云行)5月15日，阳光灿烂，正是
耕种灌溉用水的高峰季节，涟源市石马
山镇杨岭村，清水正哗啦啦地通过新修
的水渠流进农田。 “感谢党的好政策！新
修杨岭干渠，可灌溉万亩农田，4万农民
受益啊！ ”杨岭村支书杨正新高兴地说。

杨岭村原有的水利灌溉设施多是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修建的， 破损十分

严重， 导致农田产量极低。 利用 “小
农水” 政策新建成的杨岭干渠全长约
17公里， 途经杨岭、 排掌、 小冲等10
多个村。 “人工肩扛、 马驮材料， 4个
施工点、 60多名工人采取对向接头方
式施工 。” 湘中水利水电公司现场施
工负责人廖跃华说， 杨岭干渠施工全
部采用混凝土三面浇注， 一个施工点
一天最多有6匹马运送水泥 、 河砂等
建材 ， 最长运距达1公里以上 ， 施工

难度大。 “这样高标准、 高质量建水
渠 ， 可谓破天荒呀 ！” 村民监督代表
刘建东感叹道。

2012年， 涟源市进入全国第4批小
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范围。 作为全
省8个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建设示范
县之一，该市抢抓机遇，按照 “水能顺
畅进田， 机械能便捷下田” 的实施要
求，高标准实施“小农水”建设项目，着
力改善农村水利灌溉条件， 为促进农

民增产增收打下扎实基础。
目前，涟源“小农水”项目已累计完

成投资2567.72万元 ， 改造渠道96.2公
里、整治山塘69口、整修河坝7处、更新
改造小机电泵站8座179千瓦、新建高效
节水灌溉面积1200亩。如今，在桥头河、
龙塘、石马山3个乡镇的66个村，新建的
“小农水 ”灌溉设施 ，正为当前的耕种
灌溉增添活力，全力服务农耕生产。

“小农水”促农增收

本报5月20日讯 （记者 王文隆
通讯员 王峻甲）5月19日， 长沙市芙
蓉区“芯动芙蓉·快乐shopping”消费
季启航。活动期间，消费者可参与发
票抽奖活动， 每月将产生一二三等
奖，最高可获10万元现金奖励。

消费季至9月结束。在长沙阿
波罗商业广场启动式现场， 举行
了上个月的发票抽奖颁奖仪式 。
消费季还将每月举办大型的消费
主题活动， 包括： 惠聚芙蓉开心
购、呷在芙蓉美食汇等活动。

本报记者 匡玉
通讯员 邹红辉 王皆清

近日，记者走访了衡阳市物流
商会会长、党委书记刘金生。目前，
该商会共有会员单位4600多家，从
业人员超过10万人，业务遍及全国
150多个城市，年创利税近10亿元，
是一个庞大的“物流王国”。

刘金生是1991年从部队转业
到衡阳市工作的。 1992年，他辞去
公职，到广东揭阳流沙市场做起了
物流生意。他跑的是广东到云南的
货运专线，一个月能跑两趟。 他笑
着说， 当时做物流的利润很可观，
跑一趟可赚2万多元， 比他上班一
年的工资还要多。

1998年，刘金生移师广州，生
意越做越大。 2005年，由他牵头，
一批在外地创业的衡阳物流界人

士在广州成立了衡阳物流商会 。
2010年， 衡阳市政府主要领导在
上海找到他， 请他回衡阳把物流
业搞起来。 一心报恩桑梓的刘金
生没说二话 ， 于2011年5月投资
2000多万元， 在衡阳成立了龙达
物流公司， 并把由他任会长的衡
阳物流商会总部迁到了衡阳。 商
会还兴办了龙达商业管理公司 ，
经营面积达3万多平方米，配套建
起了宾馆 、饭店 、车市 、工程机械
交易平台等。 近年，衡阳物流业务
年递增20%左右，现在年物流业务
总量达到约200亿元。

采访中 ， 刘金生诚恳地说 ：
“一定要好好表扬衡阳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同志， 他们为
物流商会做了很多有益工作 ，去
年就帮我们争取到政府贴息贷
款，真的是‘雪中送炭’。 ”

回乡创业��风采录

打造“物流王国”
涟源

石牛江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