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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界 多云转阵雨 13℃～21℃

吉首市 多云转阵雨 13℃～17℃
岳阳市 晴转多云 12℃～20℃
常德市 多云转阵雨 13℃～20℃
益阳市 多云 15℃～21℃

怀化市 多云转小雨 14℃～19℃
娄底市 多云转阵雨 13℃～20℃
邵阳市 阴转阵雨 13℃～19℃
湘潭市 多云 13℃～20℃

株洲市 多云转小雨 14℃～19℃
永州市 阴 15℃～20℃
衡阳市 阴转阵雨 16℃～21℃
郴州市 阴转阵雨 15℃～22℃

今天，多云到阴天，明天，阴天有阵雨
北风 2级 12℃～19℃

通讯员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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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湖南日报记者 张湘河
通讯员 张耀成 吴红艳

由6只种鸽发展到年产商品乳鸽40
万羽；由一栋破烂鸽舍发展为全省规模最
大的标准化肉鸽养殖基地之一……“全国
科普惠农兴村带头人”、 花垣县长乐乡团
岩坪村党支部书记吴绍锋被人称为“湘西
鸽王”。

6只鸽子起步
3月下旬，我们来到岩坪村的一处山

坳里，但见红瓦白墙、青山绿树，28栋鸽
舍依山而建。37岁的吴绍锋快人快语：

“2000年以前，我是标准的贫困户。
我饲养过七彩山鸡、 云南孔雀、 本地黄
鳝，但都以失败告终。”

“村里有人养鸽子没？我想找些鸽粪
为孩子治冻疮。”一位亲戚的话点亮了他
创业的心灯。他想：鸽子粪都是宝贝，那
鸽子肉还了得？那以后，他开始钻研养鸽
技术。2003年，他从省科技局引回6只种
鸽，边学习边实践，至2006年，繁育了

5000多羽。
夫妇俩起早贪黑，正干得起劲，禽流感

爆发了，200多对鸽子病死，损失10万余元。
但吴绍锋没有气馁，再次借债，东山再起。

两门技术兴业
吴绍锋发现刚出生的乳鸽吃食困

难，常常因营养不足病亡。于是，他便开
始研究乳鸽人工灌喂技术。 上百次的配
料，上万次的灌喂，艰苦的实践换来了技
术突破。目前，这项技术已申请专利。

“我给你讲，科技当真是致富的命根
子。”在鸽声如歌的鸽舍里，他感慨连连，

“任鸽子自然繁育，经过‘下蛋-孵化-喂
养-再下蛋’循环要43天。”“实行乳鸽全
程人工灌喂后，生蛋周期由43天缩短到
了10天，生产率提高了3倍多。”

“那人工灌喂可靠么？”我们问。
“这就需要实践摸索了。”50多岁的

员工吴绍元抢着回答,“比如， 水和料比
例就有讲究，硬了会消化不良，稀了更不
行。 仅研究水与料的比例， 我们就搞了
1000多次试验。”

“我们这里冷不如北方，热不像沿海
地区。只有把握山区的气候、食品等实际
情况，才能把鸽子养好。”吴绍锋说。为提
高成活率， 他们还研究出了有助于鸽子
消化成长的“保健砂”。

“开始，规模较小，我们找来山上水
沟里的沙，洗净后作配料。有点规模后，
我们又改用机砂。 最后我们又多次找河
里的水洗砂实验，直到采用石米。”员工
瞿小明说得头头是道。

一个办法惠民
“我俩是低保户，今年养鸽有7万来

元毛收入。”70多岁的村民吴昌德说，
“书记引导我们创建合作社，脱贫致富才
有了希望。”

“一个人富裕不算本事，让大家
跟着富起来，那才算角色。”吴绍锋
颇有责任感地说,“把群众箍起来，引
导一起创业可以实现双赢。 办法就
是创建合作社,通过‘抱团发展’，解
决群众技术和销售方面的难题。”

“书记给我们免费进行‘基地实

习+集中培训+上门指导’。”一名在实习
的村民说：“通过在这里跟班学， 养鸽的
套路基本搞清了。”

一名饲养员讲了一个故事：去年7月，
麻栗场镇立新村村民吴进文养鸽时，不小
心让鸽子吃了洒农药的玉米，一只只鸽子
相继死去。他通过彩信把鸽子的死状发给
吴绍锋，吴绍锋上门帮他分析，叫他马上
停止喂食那些玉米， 结果鸽子无事了。当
时，吴进文说：“我七、八千只鸽子啊!如果
不是你点这两手，我就亏损大了。”

吴绍锋递上的一张名片， 上面印着
“花垣羽丰鸽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的
头衔，“现在合作社社员已达200多户，
最少的年收入达3万元， 高的有百万元。
年总产值不低于1300万元。”

湖南日报3月26日讯（金慧
王莉）今天，笔者从长沙市商事
制度改革工作第四次联席会议
上获悉， 长沙将于4月1日起试
运行“三证合一”登记制度，手续
更简、环节更少、时限更短。

“三证合一”登记制度是指
在不改变工商、质监、国税、地税
部门审批职能，不改变原有证号
编码规则的前提下， 将营业执
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
证等需要分别办理的事项，按照
“一窗受理、一表申请、并联审批、
限时办结、核发一照”的工作模
式，由“三证合一”专窗统一受理，
将以上“三证”合为一体，向企业

核发营业执照的登记制度。其主
要适用依法需要办理营业执照、
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
的企业及其分支机构（不含个体
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外国
（地区）企业常驻代表机构）。

从4月1日起，申请人可在长
沙市政务中心工商窗口“三证合
一”专窗填写申请表，并准备好办
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
务登记证所需的全部材料进行
办理。企业的申请材料由27份减
少至8份， 企业办理证照从原来
的往返8次减少到2次，所有审批
从受理之日起4.5个工作日内可
以办结，比法定时限提速3倍。

湖南日报3月26日讯 （记者
贺威 通讯员 吴挺）“昨天把资料
交上去， 今天就拿到了营业执照
了。”3月24日，新化县石冲口镇村
民郭绪松从工商部门的注册登记
“绿色窗口” 拿到了营业执照，他
和6位村民合办的新化县化溪水
产养殖专业合作社正式运营。截
至今年3月，娄底市注册登记的农
民合作社达1988家，较4年前增长
了428.72%。今年初，在农业部等9
部委公布的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
社名单中， 娄底的涟源市桥头河
种植专业合作社等7家农民合作
社获此殊荣。

4年多前娄底市共有农民专
业合作社376家， 当时的合作社

处于发展不平衡、竞争力不强的
境地。 娄底市工商局经过调研，
找到了制约合作社发展的瓶颈，
提出了四个大方面的发展对策。
娄底市政府于2011年1月出台了
扶持农民合作社发展的意见。

工商部门对农民合作社实
行“不验资、不评估、不收费、不
罚款、不年检、不贴花”的扶持政
策，基层工商局为农民合作社开
辟注册登记“绿色窗口”，积极指
导农民合作社注册农产品商标
和地理标志，争创名牌产品和知
名商标，推广“农民合作社+商
标+农户”等新型农业产业经营
模式，培育了一批有竞争力的农
产品商标和农产品优势合作社。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谢古

以前乡镇党代会都是在换届
时开，每5年一次。在一些乡镇党代
表眼里，参会也就是举举手、鼓鼓
掌。但资兴市试行乡镇党代会年会
制后， 党代会由原来5年开一次变
成一年一次， 这会带来哪些改变
呢？

3月25日上午，记者参加了资
兴市白廊乡第三届党代表大会第
四次会议，现场体验了一下。

“现在我代表中共白廊乡第
三届委员会作工作报告， 请各位
代表予以审议……” 作为乡党代
会“重头戏”，乡党委书记廖草洋
先向参会的89名党代表报告工
作。

根据湖南试行乡镇党代会年
会制有关要求，2008年， 白廊乡
被列为资兴市“党代会年会制”3

个试点乡镇之一。 为确保党代会
年会制工作规范化、常态化，白廊
乡党委经多年探索， 把党代会年
会定位为党委工作的“定调会”、
改革发展的“决策会”、基层党建
的“部署会”。

会议听取乡党委、 乡纪委工
作报告后，进入党代表质询环节。
来自恒魁村的党代表李小坤第一
个质询：“去年和今年的报告都提
到，要解决恒魁、竹园背等4个村
的饮水问题， 但现在我们村供水
仍断断续续， 请问这个问题如何
解决？什么时候可以解决?”

“你提的这个问题是我这几
年一直在主抓的事， 我来回答
你。”乡党委副书记、乡长陈续跃
接过话筒说，“4个村5000多人的
饮水问题镇里一直很重视， 这几
年筹资320万元，把自来水引进了
家家户户。供水出现断断续续，主
要是去年冬季引水水库库区干

旱，水源不足。为此，镇里找了一
处新的水源作备用， 相关工程今
年会全面完工， 断水问题可彻底
解决。”

“为保护东江湖生态，我们
280户生猪养殖户退养后， 能不
能解决就业问题？有没有产业扶
持政策”、“我们有些偏远村组没
有医务室，村民看病要坐几小时
船，很不方便，请镇里重点关注
解决”……

一个个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
问题， 当场得到乡党委负责人的
答复、承诺，党代表们脸上浮现笑
意。 党代表何赛跃感慨地说：“党
代会现在年年开， 每次都能解决
许多实际问题， 感觉我们党代表
真正成了议事的‘主角’。”

据了解，目前，资兴市20个乡
镇已有16个实行“党代会年会制”。
今年内，这一制度将覆盖全市所有
乡镇。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金中平 邹康一

3月25日， 走进溆浦县沿溪
乡，只见溪水潺潺，清澈见底，鱼
儿在水中欢快地游来游去， 让人
心旷神怡。

“几年前，沿溪乡由于过度捕
捞， 鱼虾几近绝迹。 现在情况变
了，这得益于乡里开展的‘禁渔’
工作。”沿溪乡旺坪村村民杜友珍
说。

“去年，政府张贴禁渔令，不
准放毒、用炸药、用电等捕鱼，获
得村民支持。同时，政府加强了监

管。看见谁在违法打鱼，只要拨打
政府电话， 工作人员就会前来处
理。”杜友珍说。

“政府一面进村入户做宣传
工作， 一面严肃查处违规捕鱼行
为。”沿溪乡负责禁渔的工作人员
介绍，禁渔工作刚开始，也面临着
一系列困难，但乡政府积极作为，
24小时接受群众举报， 并及时处
理。

2月26日， 农历正月初八，乡
党委书记贺达昊正在乡政府上
班， 有群众举报有人在烂泥湾村
河道炸鱼。 贺达昊立即赶赴现场
制止。 得知当事人是一位打工返

乡人员， 贺达昊对他进行规劝：
“你在大城市打工，那里的环境一
定很美， 你想不想让乡里的环境
也变美一点呢？”一番话让炸鱼的
人惭愧不已。

在沿溪乡荆竹山村，村民贺显
春正往溪流中放鱼苗。 他告诉记
者：“鱼苗是自己掏腰包买的，乡政
府把河流保护好了， 我也想出把
力，让溪流中的鱼越来越多。”

“自从开展禁渔以来，沿溪乡
河流里的鱼虾越来越多了， 生态
环境变得越来越好了。”看着河流
越来越清澈， 沿溪乡青坡村村民
张建文感慨道。

湖南日报3月26日讯（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杨仕凡）
一座古城与一树樱花相遇，会有怎样的美丽？今天，洪江古商
城负责人刘路文向记者介绍，4月3日至12日， 洪江古商城将
举办樱花节，游客可观赏到古城与樱花交相辉映的美景。

据了解，洪江古商城嵩云山国家森林公园，有“湘西第
一名山”之誉，山上有妙音寺、华严阁、大兴禅寺以及药王寺
等古刹，花开时节，漫山红艳，十分壮观，可谓“十日樱花作
意开，绕花岂惜日千回”。这次活动一大亮点，正是在于融
“樱花”、“古城古寺”、“自然风光”等元素于一体，调制出一
场生态与文化的盛宴。届时，将推出樱花情韵、音漫嵩云、嵩
云祈福、樱花寻主、赏樱选魁等活动，漫山红艳的盛景将免
费向游客开放。

湖南日报3月26日讯 （记者 徐德荣 通讯员 李钢彪)
“非常感谢公安民警，帮我追回了2万多元。”今天上午，衡南
县泉湖镇居民李连色来到衡阳市公安局， 领取去年遭遇电
信诈骗损失的钱。当天，衡阳市公安局召开第二轮“打击多
发性侵财犯罪”退赃大会，89名电信诈骗受害人高兴地领回
了被骗走的钱。

2014年3月起，衡阳警方陆续接到群众报案，称遭遇
电话诈骗。对方往往以“猜猜我是谁”的方式，冒充亲属
实施诈骗。衡阳警方经过缜密侦查，一举捣毁了这个以
犯罪嫌疑人黎某为首的特大系列电信诈骗犯罪团伙，抓
获犯罪嫌疑人12名。经查，该团伙诈骗犯罪涉及湖南、广
东、广西等23个省市区130O余宗案件，涉案金额达1300
余万元。

据警方介绍， 犯罪嫌疑人黎某纠集多人组成电信诈
骗团伙，非法获取他人身份证，在广东、湖南等地使用他
人身份证办理银行卡103张，严密分工实施诈骗。2014年3
月至9月期间，该团伙在广东东莞出租屋内，以“猜猜我是
谁”的方式，向全国23个省市区拨打电话，骗取受害人信
任，编织各种理由向受害人借钱。2014年9月，该案被公安
部列为部督案件。

湖南日报3月26日讯（记者 沙兆华 通讯员 曾素君）
3月24日，长沙市天心区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专
职人民调解员邹美红收到了陈某的微信：“没有您的调和，
我和老公可能已经分道扬镳了。 我们现在生活很好， 感谢
您。” 自2014年6月建立婚姻家庭纠纷专业性人民调解委员
会（简称“婚调委”）以来，天心区婚调委接待案件331件，平
均每天调解一起婚姻家庭纠纷，每调处一起，都能使纠纷当
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合理合法解决纠纷，不使纠纷扩大。

天心区司法局局长胡精华介绍：2013年，天心区登记离
婚数达1000多对，逐年呈上升趋势。婚姻家庭矛盾引发的
纠纷不断增多，甚至诱发刑事案件和家族性群体性事件，成
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2014年4月，省妇联、省司法厅、省
民政厅联合下发通知， 要求全省县市区建立婚姻家庭纠纷
专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简称“婚调委”），天心区作为全省
首批试点之一，2014年6月开始将专业调解触角向“婚姻家
庭纠纷”延伸。

婚调委本着“三免原则”：免费咨询、免费调解、免费服
务，调解费用均由天心区政府以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承担，
保证当事人零门槛、零负担接受调解。化解婚姻中存在的摩
擦，让破碎的家庭能重圆，婚调委也本着“劝和不劝离”作了
大量的调解工作，自去年6月以来，成功调解夫妻双方和好
有121对，使2014年天心区登记离婚数量较上年略为下降。

“湘西鸽王” 长沙商事登记
将“三证合一”

4.5个工作日拿证，4月1日试运行

平均每天调解一起婚姻家庭纠纷

天心区婚调委
“和事佬”当得好

衡阳破获特大电信诈骗案
涉及23个省市区1300宗案件，涉案金

额1300余万元

洪江古商城
将举办樱花节

娄底农民合作社数量
4年增4倍

由376家增长至1988家，培育7家国家示范社

记者在基层

“党代表真正成了议事‘主角’”

山乡“禁渔”鱼虾多

3月26日，学生们拿着志愿者捐赠的图书，个个乐开了花。当天，资兴团市委和市志愿者协会向资兴
市白廊乡完小捐书1980册，并设立书屋。 欧祖生 黄杰 摄影报道

（上接1版）
“爷爷，咱们终于回家了！”张仲

书拿出爷爷的画像，激动地说。 画
像中，一名老者和蔼可亲，双眼炯
炯有神。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乡
亲们纷纷围上来。

这里面， 有一个凄美的故
事。

少壮为国出征
张明礼原名张克议，1912

年出生，1937年从简易师范毕
业后，加入国军参加抗战。

“我爷爷曾是中国远征军长
官司令部少校副官，少壮出征，
之后受伤滞留云南腾冲， 就再
也没回过家乡。” 为了解爷爷及
中国远征军情况， 张仲书多次
到云南腾冲滇西抗战纪念馆查
找档案， 对爷爷的事迹已倒背
如流。

张仲书向记者展示了一些他
拍摄的电子档案资料。 档案显
示， 张明礼参军后一路辗转， 于
1943年参加中国远征军。 1944
年中国远征军发动腾冲战役， 张
明礼当时任司令部少校副官。

张明礼大哥的女儿张经秀
告诉记者， 她父亲有兄弟姐妹
4人， 叔叔张明礼排行第二 。
当年叔叔参军离家时， 婶婶已
有孕在身， 后生下一女， 取名
张桂花。 可惜婶婶早已去世，
张桂花也于去年12月离世了，
父女俩至死没能见上一面。

受伤滞留腾冲
“爷爷是在腾冲战役中，

与日军作战受伤的。” 张仲书介
绍， 爷爷受伤后一直滞留腾冲，
以教书为生。 1950年他还加入
解放军武工队， 参加边境剿匪。
1951年被分配到腾冲城关镇工
作， 任副镇长。

“父亲晚年时， 给他洗澡
擦身， 看见他身上到处是枪伤
疤痕。” 张纬全说， “老人家这
辈子遭遇的战斗肯定不少。”

“父亲时刻思念着桂阳的
亲人， 1952年他与亲人取得了
联系， 本想回桂阳， 却被告之

家乡大旱， 喝水都成问题， 没
有成行。” 张经全说。 后因历史
原因， 张明礼受到影响， 当过
搓澡工， 到炼铜厂搞过总务，
挨过批斗， 还下放到农村劳动
了两年。 直到1975年才落实政
策， 安排到腾冲县林业局工作。

张纬全说， 父亲多次想回
乡与亲人团聚， 奈何关山万里，
运动连连， 滞留腾冲多年后，
才与赵云兰结婚。

1982年申请延时退休的张明
礼， 因脑中风倒在工作岗位上。

了却临终遗愿
“回桂阳见一见亲人， 是

父亲最大的心愿。” 张经全说，
“父亲临终时， 一再嘱咐我们，
虽然自己不能回老家了， 但一
定要把他的画像带回去， 看看
家乡的山山水水。”

时光荏苒， 一晃几十年过
去， 张经全记得父亲说过老家
在桂阳和平镇， 但具体哪个村
记不清了。

“爷爷既参加过远征军，
又参加了解放军， 为国出征是
他的责任 ， 而回乡是他的心
愿。” 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
为实现爷爷的心愿， 并寻找桂
阳的亲人， 3月3日， 张仲书尝
试跟关爱老兵网负责人联系，
请求帮助。

帮助抗战老兵张明礼回乡
的信息， 在桂阳QQ群、 微信、
贴吧迅速传开。 “没想到， 几
天后就有了回音。 我和家人决
定 ， 带着爷爷的画像回家看
看。” 张仲书说。

“得知张明礼的后人回乡
寻亲， 我们特意把他们家的祖
屋整理了一番。” 村民张经明
说， 他们为村里出了这样一位
远征军老兵感到骄傲。

“早该回来了！” 张经全、
张纬全与张经秀等亲人相见，
泪湿襟衫。 随后， 他们和村民
们一起， 把张明礼的画像挂在
祖屋神堂上。

祖屋前， 张明礼1937年离
乡前亲手栽下的两棵松柏， 已
长成参天大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