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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戴勤 蒋剑平
通讯员 欧阳恩涛

义务修路28年， 将自己所有
积蓄都投入到了修路、 架桥等公
益事业中， 自己却甘守清贫一辈
子。 他， 就是隆回县小沙江镇光
华村的吴世球老人。 近日， 记者
走访了这位今年已85岁高龄的老
人， 聆听他修路的故事。

光华村地处隆回小沙江最偏
远的高寒山区， 过去因为没有一
条像样的路， 村里的金银花等土
特产运不出去， 大多发霉烂掉；
外面的年轻姑娘相亲， 一听说是
光华村的就打退堂鼓， 村里许多
适龄青年娶不到老婆， 光华村成
了“光棍村”。 “以前我们村没有
一条好路， 到镇里去起码得花3小
时。” 吴世球回忆过去满是酸楚。
路， 曾是光华村世世代代的伤痛。

“一定要帮乡亲们修一条好
路！” 这个愿望， 打小就扎进了吴
世球的心底。 1985年， 刚从乡党
委书记岗位退休， 吴世球就捐款
1.2万元， 开始筹划为村里修一条

通往小沙江镇的公路。 在吴世球
多方努力与协调下， 1985年底，
通往镇里的公路开工了。 修路历
时7年， 吴世球为筹资等奔波了7
年。 1992年7月， 一条宽3米、 长
5.6公里的简易公路建成通车了。
那天， 村民敲锣打鼓， 一首“三
唱吴世球， 修路架桥活雷锋” 的
山歌也在村里传唱开来。

光华村党支部书记刘光海告
诉记者， 1985年以来， 吴世球带
头捐款修路， 除修建村道外， 还
修了通往全村16个村民小组的4条
组道， 总里程共计17.5公里。 村道
硬化， 他出资2万多元， 修桥出资
1.6万元， 硬化通组公路出资4.2万
元……共计捐资近10万元。 2008
年村道硬化， 他除了带头捐资外，
每天还到施工现场察看， 给施工
人员买西瓜、 矿泉水等。

如今，村里道路修好了，村民
出行方便了， 新房子多起来了。但
吴世球老人居住的，还是1954年修
建的老式木房。他舍不得吃，舍不
得穿，舍不得花钱建新房，把收入
都投入到了村里公益事业中。

本报记者 段云行
通讯员 杨亲福

紫鹊界背面的大湾山峡谷山
腰上，有新化县奉家镇大桥村第五
村民小组的出山路， 全长10公里，
村民每人投资5000元，虽然至今只
能通摩托，但这条公路见证了一位
深山汉子的担当， 他叫刘崇荣，今
年50岁。

矢志改变家乡面貌
大桥村五组所在的山窝叫矇

眼冲， 因一年四季雾多而得名。因
土壤和气候特别， 这里所产的茶
叶，明清时代成为了“贡品茶”。本
世纪初，刘崇荣与本组的村干部方
荣富一起， 引进茶叶良种“白芽
早”，连片开发100亩。如今，其“月
芽茶”每公斤过1000元，且供不应
求。正因为如此，5组凡成了家的男
女，无一人外出打工。而且，每年接
收过百位外地妇女来打工采茶。

“要想富，先修路”，“大家和衷
共济，尽快把公路修通”，刘崇荣的
倡议， 得到全体村民的赞成和支
持。他和方荣富一起，很快拿出了
修路方案。通过村民会议，大家形
成共识：有钱的先拿，有困难的先
出部分或缓期再交。公路于2009年
下半年动工，2010年打出毛路面。

山窝里的道德之星
刘崇荣有一个满60岁的单身

哥哥和一个40多岁的光棍弟弟。他
一声不吭为哥哥和弟弟足额交清
了公路集资款。

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
福。4年前的一天，刘崇荣的妻子罗
伯娥患了尿毒症，从此踏上了“血
液透析”的人生苦旅。“我不能没有
罗伯娥！”他送妻子上车，接妻子回
家，起早摸黑干活挣钱。如今，他两
眼深陷，瘦得皮包骨头。妻子过去
是一周透析一次，如今是一周透析
两次。 每次医药费480元， 车费50
元。“不能给妻子换肾，也不能让妻
子住院，我很难过。”刘崇荣常常暗
自流泪。

心中还有梦
日前，刘崇荣夫妻招待了一批

特殊的客人：准备前来投资开发品
牌茶叶和生态旅游的考察者， 共3
人。刘崇荣说：“我会拼命争取这个
项目，实现我的新梦想。”

刘崇荣的新梦想是什么？他介
绍，打造茶叶品牌，开发生态旅游，
建立休闲避暑山庄，让矇眼冲真正
富裕起来， 使后来人不再出“光
棍”，一旦需要治病，能够拿出所需
要的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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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的��故事

义务修路28年

深山汉子有担当

本报7月21日讯 （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阳韬） 今天， 记者从湘潭市
工商局获悉， 全市工商系统服务实
体经济发展的系列措施已经出台，
将进一步发挥工商职能， 创新服务
机制， 全力推进湘潭经济社会发展。

近年来， 湘潭市工商系统把服
务实体经济发展， 作为工作的出发
点和着力点， 引导各类市场主体加
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进行产业转
型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 大力支持
湘潭市先进装备制造、 新能源装备、
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促进精品钢材及深加工、 汽车及零

部件、 食品加工等产业改造升级。
对园区发展实施简政放权政策， 主
动服务园区经济快速发展， 助推湘
潭高新区和九华经开区两个“千亿
园区” 发展， 支持昭山、 天易等两
型示范区加快发展。

为积极服务文化产业发展， 市
委宣传部、 市工商局还联合出台了
关于支持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产
业发展的意见， 支持文化创意、 文
化传媒、 文化休闲等产业及广告业
发展， 重点支持韶山润泽东方文化
城、 齐白石生态艺术园、 昭山湖南
文化创意产业园等项目建设， 争创

省级广告产业园区。
今年上半年， 湘潭市工商系统

把市场监管作为第一责任， 针对社
会关注的热点， 开展了食品安全监
管、 红盾护农 、 打击假冒伪劣等

“十大亮剑行动”， 强化市场监管，
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 在保险、 有
线网络、 水电气等公共服务行业开
展消费满意度评议活动， 及时处理
消费者申诉举报； 定期发布12315
数据分析报告， 依法发布消费警示
和消费提示信息， 完善消费维权进
社区、 进高校日常工作机制， 积极
主动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据湘潭市工商局负责人介绍，
该局将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 改革
行政审批制度 ， 最大限度做多增
量、 做大总量， 发挥注册登记职能
做大湘潭市场主体总量。 积极落实
扶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的各项优惠政
策， 通过股权出质 、 股权出资等

“融资平台”， 进一步做好银企洽谈
牵线搭桥工作， 为各类市场主体特
别是小微企业拓宽融资渠道， 增强
发展后劲。 通过落实免征企业、 个
体工商户注册登记费的政策要求，
大力引导和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发
展。

放宽市场准入 改革审批制度 扶持实体经济

湘潭工商多措助推经济发展

本报记者 张新国 唐善理
刘跃兵

“吃进去的是草， 挤出来的
是奶。” 如果把鲁迅先生的这句
话， 用在永州市零陵区委宣传部
袁忠民身上， 再恰当不过了。

袁忠民在零陵区委宣传部工
作了整整18年， 是永州市宣传战
线有名的“笔杆子”。 在宣传部，
他身兼办公室主任、 报账员、 舆
情信息员、 《零陵暸望》 编辑等
职。 明年8月， 他将退休， 但在他
身上看不到“59综合征”。

有一股“牛”劲
熟悉袁忠民的人， 都说老袁

身上有一股“牛” 劲， 不知疲倦，
只知奉献。

2007年， 53岁的袁忠民主动
向领导请缨， 揽下了舆情信息工
作这份苦差事。 他发挥自己做过
记者的特长， 注意抓舆情中的

“热点”、 工作中的“难点” 和社
会民生中的“焦点”， 及时采写了
大量的舆情信息。 当年舆情信息
工作获得省市委宣传部的充分肯
定。 此后连续5年， 零陵区委宣传

部被评为省市舆情信息工作先进
单位， 袁忠民年年是先进个人。

2009年， 区委决定把内部刊
物 《零陵暸望》 交给宣传部主办，
任务又落到了袁忠民身上。 不少
人劝老袁： “你都快退了， 还揽
下这份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 执
着的老袁 ， 接下了这块“硬骨
头”。 每天忙完日常事务， 他就琢
磨如何办好 《零陵暸望》。 从栏目
设计、 约稿采写、 编排校对、 印
刷投递等， 全由他一人“包打包
唱”， 仅每个月撰写和审核的稿件
就在6万字以上。 为了写好文章，
他常常熬到凌晨才睡觉。 采用基
层的来稿， 他要骑着自行车对稿
件内容进行核实。 刊物出来后，
在机关大院的单位， 他一家一家
送去， 大院外的单位， 他就骑单
车将刊物运到邮局统一寄出。 至
今， 《零陵暸望》 已出了50多期，
口碑不错， 成为全区上下学习、
交流的良好载体。

有一股“牛”脾气
虽然老袁埋头苦干， 任劳任

怨的精神令人折服， 但也有人说
老袁牛脾气太“犟”， 办事太“死

板”。
老袁多年负责办公室工作，

在别人眼里这是个“肥差”， 但他
处处严格要求自己， 办公室购买
任何物品， 他总要找个“监督”
的人一起去； 接待客人签单， 也
要拉个同事一起签。 他同时兼着
报账员， 同事报账时， 哪怕一分
钱他也要找给对方。 有次几个同
事报账离开后， 不知谁把100元钱
掉在了地上。 他立即捡起给同事
送去， 但大家都说没掉钱。 他便
把这100元压在办公桌玻璃下， 不
知缘故的人以为是假钞， 老袁却
认真地说： “这钱不是假的， 但
也不是我的！”

老袁从不贪小便宜， 也决不
让别人占单位便宜。 办公室总有
些废书旧报， 他总要细细捡起统
一出售。 一次， 有位同事提出将
卖书报的钱买早餐吃， 他不同意，
而用来买了茶叶， 放在办公室招
待客人。

“我不求名不求利， 只求对
得起良心、 对得起薪水、 对得起
共产党员这个称号。” 袁忠民用18
年的坚守， 努力地实践着自己的
三个“对得起”。

7月16日， 湖南科技大学 “爱心之旅·温暖同行” 志愿服务团20多名师生， 来到会同县蒲稳侗族苗族乡夏
结莲村， 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师生们为留守儿童进行实地教学， 开展联谊活动， 并捐赠了价值5000多元的书
籍、 文具盒、 书包等学习用品。 赵海波 廖名地 摄影报道

宣传战线“孺子牛”

我省首家工业地产
项目服务站成立
为企业提供
“一站式”服务

本报7月21日讯 （记者 陶小爱
通讯员 段萍 姜兆轩 陶芳芳） 长沙
市雨花经开区升级企业服务。 最近，
园区与第一家工业地产项目东湖高新
联合成立长沙国际企业中心服务站。
作为我省首家由政府主导、 专门针对
工业地产入驻企业的服务机构， 服务
站将为企业提供政务、 税务、 融资、
交流等方面的“一站式” 服务。

近两年来， 雨花经开区帮助园区
内企业申报项目上百个， 申请资金近
4000万元， 并通过利用“助保贷”、

“互助担保” 等融资平台， 开展“金
融单位园区行” 活动等， 帮助开发区
内近100家中小微企业累计融资近10
亿元。 园区2007年引进的我省第一
家工业地产项目长沙东湖高新投资有
限公司， 已累计引进企业200余家，
投产企业120家， 积累了丰富的企业
服务经验。

全谷物低糖型
休闲食品问世

本报7月21日讯 （通讯员 陈赛）
7月17日， 湖南中意食品集团与中南
林业科技大学食品与工程学院签约成
立“稻谷及副产物深加工国家工程实
验室”， 双方每年将投入6000多万
元， 开发全谷物低糖型休闲食品。 目
前双方研发人员40多人， 已经研发
特色玉米糖、 芝麻燕麦巧克力、 葡萄
干燕麦巧克力等40多个全谷物低糖
新品种。 而此次研发上市的燕麦巧克
力糖果系列三款产品， 原料中燕麦含
量占到70～80%， 而燕麦是公认的健
康食品， 富含膳食纤维， 对人体有诸
多益处。

湖南中意食品集团当天在长沙举
行的新品发布会上， 国际知名的台湾
食品专家陈嘉陞先生介绍了糖果行业
发展趋势、 糖果产品的升级方向。 他
表示， 糖果并不像很多人恐惧的那
样， 因为高糖、 多热量等种种不足而
会成为夕阳产业； 随着众多全谷物低
糖、 低热量甚至零热量糖果的问世，
糖果行业将继续增长， 糖果产品也将
成为膳食平衡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此
次在其指导下， 由中意食品推出的台
式手工软轧糖为例， 糖果本身引进充
气工艺， 使产品更酥软， 一改传统糖
果过硬的口感； 同时产品配方进行调
整， 在保持原有色香味甜的特点下，
其热量和含糖量大幅减少。

本报7月21日讯 （记者 刘勇 ）
记者从近日举行的国家酒类流通溯
源体系建设湖南启动仪式上获悉，
10台名酒真假查询机即将落户我省，
届时可供消费者免费使用， 鉴别名
酒真假。

这10台查询机将分别投放到省
酒管办以及长沙、 张家界、 邵阳、

娄底等9个市州酒类产销管理办公
室 。 据介绍 ， 消费者只需将标有
RFID标签且包装完整的白酒放到查
询机感应区， 然后点击“在线验
证”， 电脑屏幕就会把该白酒的产品
名称、 酒精度、 规格、 生产日期、
批次号、 物流码等“身份信息” 显
示出来。

名酒真假有“机”可查

(紧接1版①)有利于把实施国家战略
与推进全面小康统一起来， 更好地
利用政策机遇， 发挥政策效应。

分类 ， 是为了更好调动各方积
极性。 这次 ， 将全省122个县 （市 、
区 ） 分为三大类别进行考评 ， 根据
不同的县情市情区情 ， 提出不同的
目标要求 ， 实行不同的政策支持 ，
旨在充分调动各地的主动性 、 积极
性 、 创造性 。 通过三级分类 ， 也使
得各县 （市 、 区 ） 的起点平台基本
一致 ， 既体现梯度推进 ， 也兼顾竞

争和考评的可比性 、 公平性和持续
性 ， 从而更好地调动各地争先进位
的积极性。

分类， 是为了更好地梯次推进。
分区域布局 ， 分类别考核 ， 为的是
鼓励发展先进县率先建成小康社会，
支持发展中等县尽快建成小康社会，
帮助发展困难县如期建成小康社会，
使各级领导个个工作上有抓手 、 精
神上有动力 、 肩膀上有担子 、 业绩
上可比较 ， 进而更好地形成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新格局。

(上接1版②)
� � � � 今年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
划也得到了考生的热烈响应。全国面
向我省贫困地区定向招生的本科学
校有139所，招生计划共计1139人（含
计划编制后期北京大学、大连理工大
学到位的计划）。 全省共有7458名考
生填报了面向贫困地区专项计划本

科志愿，共录取考生1136人。
和往年一样， 今年湖南考生仍

备受招生院校青睐。 各高校共在湘
追加招生计划2617人 （含自主招生、
艺术特长生和综合评价录取）， 其中
清华大学34人、 北京大学28人、 中
国人民大学36人、 复旦大学11人、
上海交通大学19人、 浙江大学22人。

(紧接1版③)今天凌晨5时开始， 县
防指先后对雁池、 维新、 三圣、 子
良、 太平、 新铺、 夹山、 皂市等暴
雨区发布山洪预警广播150条次 。
县防指指挥长、 县长郭碧勋深入到
全县重灾区夹山镇指导抗灾工作。

上午10时， 县防指派出3个工作组
深入一线指导， 全县各级防汛责任
人全部到岗到位。 各乡镇接到预警
后， 迅速组织受暴雨山洪威胁群众
转移， 全县共紧急转移1307人， 无
人伤亡。

(上接1版④)
� � � �全面放开贷款利率管制后， 金融
机构与客户自主协商定价的空间将
进一步扩大， 这有利于优化金融资源
配置， 推动商业银行更加注重市场细
分和对客户的服务。 长沙理工大学经
管学院教授张筱峰认为，央行拉开了
利率市场化大幕的“一边”布帘，这个
信号意味着银行今后不能再想着依
赖传统的存贷差“坐收渔利”了，走向
市场公平竞争将成必然。省会某国有
大行人士告诉记者，放开贷款利率下
限后，资金量大、议价能力更强的大企
业贷款利率一旦显著下浮，银行就没
息差可赚了。这将倒逼银行加快结构
调整，把业务重点转向溢价空间更大
的项目， 如零售业、 中小微企业等，
进而改善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服务。

值得注意的是， 央行此次并未进
一步放开对存款利率的管制。 央行表
示， 没有进一步扩大金融机构存款利
率浮动区间， 主要考虑是存款利率市
场化改革的影响更为深远， 所要求的
条件也相对更高。 而据国际上的成功
经验， 放开存款利率管制是利率市场
化改革进程中最为关键、 风险最大的
阶段， 需根据各项基础条件的成熟程
度分步实施、 有序推进。

本报7月21日讯 （记者 张斌
通讯员 易莎娜 实习生 杨燕飞 ）
7月18日， 销售假冒名牌电缆线的
犯罪嫌疑人冯某、 蔡某、 向某，
被警方以涉嫌销售伪劣产品罪，
向株洲市芦淞区检察院移送审查
起诉。

经查 ， 2011年 6月 ， 向某
（男， 47岁， 经商） 在芦淞区承包
某工地实验车间水电安装中， 得
知该工地上还需安装一批华菱公

司生产的“金凤” 牌电缆线。 于
是， 向某联系到做电缆生意的冯
某 （男， 37岁， 经商） 商量做假
冒“金凤” 牌电缆线。 同年7月，
冯某与工地负责人签订订购合同，
约定供应“金凤” 牌电缆线共计
1300米。 后冯某找到平时有业务
往来的长沙电缆经销商蔡某 （男，
53岁， 经商）， 3人相约一起做假。
一周后， 蔡某从外地将做好的假
冒电缆线发来， 冯某、 向某将其

送到工地， 并伪造产品质量检验
报告， 后因电缆线外皮开裂被发
现。

2012年12月， 该工地与华菱
公司联系， 经现场取样鉴定： 标
注为“华菱公司” 的电缆线属假
冒产品， 质量证明文件系伪造而
成。 省质量检验协会鉴定该产品
为不合格产品。 经株洲县价格认
证中心鉴定， 涉案假冒电缆线标
值41万余元。

本报7月21日讯 （通讯员 莫
志高 江朔 周利双 记者 张斌 ）
为延长干辣椒保质期， 使其颜色
亮泽， 易于销售， 利欲熏心的望
城人熊正军用工业硫磺熏制干辣
椒2万公斤， 并销往长沙、 岳阳
等地。 近日， 犯罪嫌疑人熊正军
因涉嫌生产、 销售有毒、 有害食

品罪被长沙市望城区检察院批
捕。

2013年3月起， 熊正军购得工
业硫磺3000公斤， 在租用的工厂
用工业硫磺熏制干辣椒， 并雇人
送货和对外销售。

据统计， 熊正军用工业硫磺
熏制干辣椒1600余件， 共计2万

公斤左右。 这些“干辣椒” 主要
销往长沙、 浏阳和岳阳等地的食
品工厂。 经国家农副产品监督检
验中心检验， 这些“干辣椒” 二
氧化硫残留量达到了每千克4.66
克， 是标准含量的23倍， 一旦食
用将对人的肝肾功能造成严重损
害。

销售假冒名牌电缆线获利
3男子涉嫌销售伪劣产品罪被移送起诉

工业硫磺熏制2万公斤毒辣椒
犯罪嫌疑人熊正军被批捕

本报7月21日讯 （记者 尹超 ）
学跳土家摆手舞 ， 畅游神奇张家
界。 现在起至8月7日， 由中国广场
舞联合会、 纳百利国际旅行社组织

承办的2013夏季广场舞训练营活动
在张家界开启， 全国24个省、 市、
自治区的600多名学员将分3批参加
该活动。

张家界迎来“非遗”学员旅行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