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 济2015年11月20日 星期五10

责任编辑 刘凌 版式编辑 周鑫

!"#$%&'()*+,-./01234567
89:(;- <=>?@ !"#$ A $%B !$ CDE!FG
67HIJK:L(L7MNOPQ(RSTUVSW%&
XYFZ[ \]^FZ_`aCb &$ CcE!FGd7
e%&L(L7_fXY[ghi_fjk[lm.no
pq(R[.rstu[\vwx!FG_fXYy

!! "#! "$%&"!'($ A $ B !$ CDJK-@
!)($ A (( B (* Caz{|aL(TL7}

'!()*+"~FZ��aCb &$ ��}
,!()-."������6�kFGd7�}
/!()01"(��6pS�6��vp���S�

��T�S���M��v���W}!T��L(TL7��
M��v���W}

234"�B�
2356" )+,$W+$$*---. . . (,*+$$$/+-(

. 789:;<=>?@A
!"#$ B ## C #% D

EF789:;<=>?@A
"G"HIJ@K

!"#$%&'()
!"#$% !"#" &' ()*+,-./)01

23456% !#$% &789:;<=>?@=>?A
=BCDE?FGBHIE?JKLMN?KLOPQ
R?STUVA?WXYZ[B\]?^=_`abc
defghiaj;kl"mno)*=>pqrs
tuvwxyz{|}~���`��������

)*+�-./)��?)��7+�-./)
��?)��?)�����l"S�ml"�)*�
�./�����l� � �¡¢£¤¥��¦R§
¨©)*��./ªl"l� 7«"¬p®¯°
±²³´� µ¶·«"¸u¹ºj»¼7½¾¿Àu
ÁÂ�

«"�¢£ÃÄÅÆÇÈÉÄÅÊËÌÍ�ÄÎ
Ïp®' ÐÑÒÄÓ"Ô�ÄÕÖ ×Ø &'!()*(Æ
+()**Æ!()*,Ù�

!"#¢£ÚÛÜNÝ -Ö×.(Þßàá¢£âyãäÙ
$%&/0+*'",+"###1 1 ""!!/#*

! ! ! !'"&222345678839:6

!"#$%&'()*+,(-.

!"#$%&'()*!"+#!#!"#$%&, '("%($ *

!"#$%& $'()*+,-./0 1234$56$
789:;0 1!! < !" =>?@ABCDEFGHIJK
LMNOPQ2RQ*STUV1WXY Z[\]^_`F
GabcdABCDef@ghij2̂ klmnopq1
rstuvwx*SyY

rstz{ABCDme|}~�^@#$!% �@�E
&& ���^��A��y����*m������f
�@$�����m2̂ klmnopq1����^��
��m2� 1Y &$'( � ) <@EZ[¡¢e£¤¥¦@r
st§2̈TO©ª«m¬�@{Qe5wx*S@®¯
°m ±²Tm*@ ³�¯°´µ¶m·¸¹º»U@¼
i��½¾y�Y 1

HI¿KLMNO{rstªÀv*SymkÁ@Â
Ãu£��vÄwx*SyY2$M*SÅÆÇÈÉÊ@S
Ëm³�{ÌÍ|Î�Ï@ÐTÑ+ÒÓÉÔ@�¾ÄÕ
���^eÖ×Øm`ÙÆÚmÛ:Ü�Y1FGÝwÞ^
_ßàáâã§@2ä£WX]g»å²Ä & æçèéV@
êëì*Sm^��íî_ïð ñ³òòóôõö@÷
4»åméVT�øùúUûüxý´þm·¸¹
ºY 1 !!"# $%&"

!"#$%&'()*+,-./01
!!!"#$%&'()*+,-./012345678

#'()*#

!"#$%&'()*+,-./0123
4%56( 789:;<=>?@A'BCDE
FGH>?!I'JK%>LMN

7OPQ
!"#$%&'()
!"#$ * ## + #% ,

-./*012345

! !""# "#$%&'()*+,,-./010(234
56789%:;< $%!% ,=>?@ABCD,EFGH)
=IDBJKLM')*NOBCP,.FQRPSTUVWX;
YZ[\]^_`abDcdefghIiK[jki[lmi[no
i[pqi[rsi[tGHuivwhIxK[y2qz<{|}[
<~|e[<�|�[<�y2|��y2[G���x�x��
45v�hI�K[��5�����lm[aI����K�x�[�
�����[��� ¡¢v£hI�K[N)¤+�¥[+¦¥[§
§¨¨©ª«¬��®¯°vDhI±K[`²O³´[&')=
µa±¶·¸[<¹º»L±¼½4S¦¾�_`¿ÀÁÂG�y
2ÂG�Ã�ÂGÄ ÅÆaÇIDÈK[&')=qzÉÊËNG
H)=ÌÍ¹ÎPFSIÏÐÑÒKL !!"#" #$%&'#

!"#$!"%&#'(

湖南日报记者 陈永刚
通讯员 郑旋 陈东风

120吨！这是长沙市在今年治超联合
执法行动中查获的最高货车载重量，足
足接近两节火车皮的运输量。

超限超载是头号“公路杀手”和“事
故元凶”，统计资料显示，我国70%的道
路安全事故由于车辆超限超载引发，
50%的群死群伤性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
与超限超载有直接关系， 全国公路每年
因此造成的损失超过300亿元。

面对这“公路上的疯牛”，10月以来，
长沙市开展大规模的公路治超百日专项
整治行动，抓住路面整治、源头治理、驾
驶员教育这3个“牛鼻子”，成效显著。 全
省货运车辆超限超载率测评结果显示，
长沙市国省干线公路超限率已经控制在
1%以下。

科技治超显威力
11月9日晚20时45分，一辆牌照为皖

K01505的大货车行驶在长沙县境内的
107国道上，引发了唐田车辆超限超载检
测站内预检系统的报警响应。 随后，这辆
满载地板砖的货车被拦停， 在检测地磅
上一量，这辆两轴车超载65.35%，被依法
处以卸货、罚款1.3万元的处罚。

“我们在全市率先安装了不停车预

检系统， 它安装在离检测站一公里的路
面下，装有自动称重器，能自动检测过往
车辆的重量及轴数，判断车辆是否超载。
如果超载， 路面的牌照识别器会自动抓
拍，并报警提示执法人员进行处理。 ”

唐田检测站副站长刘永健介绍，与
过去用肉眼判断超限超载行为相比，不
停车预检系统让执法变得更加科学化、
信息化。目前，长沙全市共投资550万元，
安装不停车预检系统4套。

11月8日下午， 浏阳 S103葛家段发
现一台“马槽车”，在路面上的流动治超
检查组当即拍照取证，17：05在微信群发
出工作指令， 相关乡镇于17：11锁定该
车，18：19该车超高围板被全部割除。

针对超限超载车辆流动性大的特点，
浏阳首推“微信治超”，将相关工作人员全
部纳入微信群中，一旦发现问题车、可疑车
上路，马上拍下照片发到微信群，目前，这
个微信群已有了120多名成员。 8月份以
来，浏阳治超”微信群共查获超载超限、非
法改装车辆113台次，很多时候，超限超载
车辆上路不到10分钟，立马被拦截下来。

源头治超遏反弹
治超是一场超限超载司机与执法人员

“躲猫猫”的持久战。 为了从根本上达到治
理目标，长沙将目光对准了道路货运源头。

两三年前，望城“地摊砂场”泛滥，长

沙市内建筑工地的砂石基本都从望城的
河道运出，最多时，望城区有2000多台运
砂车在路面上跑， 这些车大多超限超载
严重，让整个城区环境乌烟瘴气，交通事
故频发。

从2013年起， 望城区对数十家砂场
进行清理、整顿、关停，整合为乔口、铜官
两个大型砂石基地，砂石运输整合为4家
渣土运输公司。 对砂石运输实行“凭证
运输， 限量准运”。 望城区治超办综合
科科长杨文兵介绍， 砂石运输车辆从装
砂起，至少要过两道磅秤检测，确保在规
定重量内才能逐台出场； 每辆车辆都发
放了IC卡电子准运证，通过了自动检测，
方能一车一杆出场。

在“超”与“治”的尖锐斗争中，宁乡
县率先对超限超载案件实行“一超四
究”，即发现一台超限超载车辆，治超办
将向安监、工商、工信、交运等职能部门
发出督办函， 严格追究非法改拼装车辆
企业、货运源头企业（货场）、运输企业、
驾驶员的责任。

不仅如此，宁乡还联合多个部门，建
立企业“黑名单”制度和驾驶员诚信考核
系统， 对屡教不改的货运企业和司机强
制退出。

合理运价成关键
截至11月10日，长沙检测55964台次

车辆，525台次超限超载车辆被查处，
3602吨货物被卸载，32台改拼装车辆被
强制恢复， 初步形成了非法超限超载市
域内“源头不敢超、路途不敢跑、外头不
敢来”的可控局面。

“超限超载的根本原因，还在于经济
利益的驱动。 ” 长沙市治超办常务副主
任、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罗齐宏认为，近
些年超限超载现象泛滥， 反映的是货运
市场的畸形生态：超得越多，赚得越多。

当超载成为行业潜规则的时候，建
筑业主、运输行业在价格预算之时，就已
经把超载获得的额外收入计算在内。 建
筑业主习惯性打压货运价格， 而运输企
业形成了对超限超载的变态性依赖，以
此在市场竞争中获取优势。

长沙理工大学交通管理学院张克波
教授认为，单纯严查超载行为，效果在一
段时间可能很明显；但单方面以“堵”治
超， 并没有让运输户的利益问题得到根
本解决，还是存在反弹的可能。“只有通
过‘疏堵结合’，让运价回归至平稳合理
的区间， 保障货运从业者有合理的盈利
收入， 才能彻底解决以超限超载来获取
利润的问题。 ”

记者了解到， 目前， 长沙县拟尝试
从政府投资的项目入手， 重新审定运价
定额， 逐步引导市场定价回归正常区
间。

姚学文 周红 娄歆月

不是亲眼所见， 或许还难以置信。 一把剪刀，
一块布， 不到半分钟时间， 有“洪氏一刀剪” 之称
的洪源大师， 就把记者的名字剪了出来。 字体飘逸
美观， 像行龙、 似飞鸟。 今天开幕的2015中国·雨花

“非遗” 文化节上， 众多艺术大师和非遗传人纷纷献
出绝技， 令人叹为观止。

年过花甲的洪源大师， 出身湖南攸县贫苦农民
家庭， 从小就爱翻着课本寻行数墨。 到13岁时， 对
于隶书、 篆书、 行书等六种字体的掌握已能做到运
笔挥洒自如。 一次偶然机会， 他随手用黄杨木和一
把刻刀， 便刻出了一枚私章， 得到广泛赞许， 让他
找到了自信， 从此与篆刻结下了不解之缘。 有一天，
他突发奇想， 想搞“一笔” 艺术。 先“一笔书”， 后

“一刀剪”。 这一剪便是几十年， 还获得“中华第一
剪” 的美誉。 2008年， 他仅仅用12分钟， 3刀剪成各
为5×4米“中国龙” 3个刚劲有力、 超大的汉字， 创
造了吉尼斯新纪录。

洪源大师现有8个徒弟， 至今还坚持给湖南攸县
好几所中学免费上课。 他希望能寻找到对“一刀剪”
有兴趣的孩子来传承手艺， 让“一刀剪” 技艺得以
继承与发扬。

“我这辈子只做竹。 ”与洪源大师一样，湖南湘竹
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竹艺汇经理郭慧敏的一生也充
满传奇。 在郭慧敏看来，竹子不同于其它物品，它是有
血有肉，没有距离感，包含爱的感觉。 近两年来，她跑
遍了大江南北好几十个地方，拜访了诸多大师，花尽
心思从老艺人手里收集了种类众多的竹产品。

“竹藤草的编织， 看似简单， 过程和工艺却颇
复杂， 一个竹工艺品短则需一到两天、 长则需要好
几年的制作工期。” 郭慧敏说道：“参与本次农博会，
是希望能让无污染、 抗腐蚀、 使用寿命长的竹子回
归百姓生活中， 进入每一个家庭； 并让大众了解竹、
爱上竹， 吸引更多年轻人去学竹艺。”

湖南日报 11月 19日讯
（姚学文 周红 娄歆月 ） 昨
天， 2015中国中部 （湖南）
农业博览会在湖南长沙红星
国际会展中心正式开幕。 走
进会场， 琳琅满目的各类商
品错落有致的展现在眼前，
令人眼花缭乱。 在众多展品
中， 最抢记者“眼球” 的，
便是品类众多的湘茶了。

湖南产茶历史悠久， 自
古名茶荟萃， 素有“江南茶
乡” 的美誉。 作为湖南农业
五大支柱产业之一的湘茶产
业， 近年来快速发展， 2014
年全省茶园面积达到198万
亩、 产茶18.7万吨、 茶叶综
合产值540亿元。 尤其令人
高兴的是， 涌现了一批本土
名茶品牌。

自1996年培育的湘丰茶
业， 经过近20年的发展， 成
为了全国茶业行业十强之
一。 所以如此， 一方面因为
茶叶都是产自自有的茶园基
地， 且都是有机 、 无公害

的。 另一方面也与该茶业多
元化发展， 开发绿茶、 黑茶
等多种产品息息相关。

岳阳黄茶巴陵春企业负
责人介绍道， 黄茶自古便
是皇家贡茶 ， 岳阳作为中
国的黄茶之乡， 历史悠久，
有先进的茶叶培养和开发技
术。

在中粮———百年木仓的
展柜前， 伴随着阵阵茶香，
湖南中茶茶叶有限公司销售
部主管汀雨为我们介绍道。
百年木仓自1902年以来已有
百年历史， 有“百年木仓黑
茶” 和“中茶武陵绿” 两大
茶叶品牌， 所有的茶叶均产
于同样拥有百年历史的中茶
湖南安化第一茶厂； 其茶叶
的原料与成品的贮存严格
依照“一仓两藏 ” 原则 ，
将茶叶贮存于百年木质茶
叶仓库群中， 木仓中独特
的菌群和生香物质 ， 在漫
长岁月中繁衍生息、 驯化富
集、 默默生香。

湖南日报 11月 19日讯
（记 者 胡 信 松 通 讯 员 刘
双） 为适应互联网常态下的
新型消费金融发展模式。 昨
天， 华融湘江银行“牵手”
深圳前海微众银行， 联合推
出首款互联网消费贷款产
品———“微粒贷”， 在手机上
就可轻松“搞定” 小额信用
贷款。

华融湘江银行与微众银
行联合推出的“微粒贷 ” ，
是面向手机QQ用户和微信
用户的全线上操作个人小额
信用循环消费贷款， 具有无
需担保、 申请便捷、 快速到
账、 随借随还等特点。 整个
贷款流程便捷高效， 全部在
手机上完成， 用户无需提供
任何材料， 贷款从申请到到
账最快在1分钟内完成。 在

还款方面， 除支持常规代扣
还款外， “微粒贷” 亦支持
用户主动结清贷款， 且不收
取任何其它额外手续费用。

“微粒贷” 采用用户邀
请制， 受邀用户可在“手机
QQ-我-QQ钱包-资金理财”
或“微信-我-银行卡-借钱”
中找到“微粒贷”， 开启便
捷、 快速的借钱之旅。

在业内人士看来， 华融
湘江银行与微众银行的携
手， 一方面有助于传统商
业银行“接地气 ” ， 让其
借助微众及腾讯的渠道优势
拓展小微信贷 、 互联网金
融 ； 另一方面也为互联网
银行微众银行解决生存之
道 ， 使其在无存款、 无网
点的情况下借助同业开展业
务、 有所作为。

湖南日报 11月 19日讯
（记 者 陈 淦 璋 通 讯 员 刘
景）11月17日，远大住宅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
大住工”）邀请湖南湘江新区
先导企业家联合会的企业
家， 组团前往远大住工观摩
考察。 据了解，这是远大住工
本月初面向全球开放股权合
作、 发布产业合作计划的又
一手笔。

在远大住工生产基地，
参观团目睹了一块块PC板
（预制混凝土构件） 从装模、
浇筑到运出库房的全过程。
44块这样的PC板，最快只需6
天， 即可安装成一座三层小

楼。 据了解，湘江新区未来三
年将推出国际医疗健康城、
格力智能家电产业园等十大
新建项目，并有湘江欢乐城、
滨江国际金融中心区等十大
项目在建。 而远大住工作为
全国建筑工业化的龙头企
业， 年产能已达5000万平方
米，深度对接湘江新区，双方
合作前景广阔。

远大住工透露，从“多年
闭门发展”走向“全面互动合
作”，今后还将与中国房地产
业协会、 中国建筑业协会等
组织机构一起， 发起面向设
计院、开发商、建筑商、各级
政府的系列交流活动。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 （金慧
姚学文 周红） “长沙弹词梦长沙
/龙腾盛世人人夸” ……今天上
午， 湖南长沙红星国际会展中心，
一曲 《梦里梦长沙》 的弹词古韵
拉开了中国·雨花“非遗” 文化节
的序幕， 传统湘绣、 茶韵女书、
剪字 、 根雕的巨匠纷纷现场献
“艺”。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
任唐之享宣布文化节开幕。

作为2015湖南农博会的主题

活动之一， 本次中国·雨花“非
遗” 文化节从11月19日开始， 为
期10天。 结合文化创意、 “互联
网+”， 以“非遗现场展演”、 “古
玩艺术品交易会”、 “百年湘绣
展” 为主题活动， 开展了文化夜
市、 谜语竞猜、 企业剑客路演互
动、 古典服饰礼仪展示、 “镇宅、
镇店之宝大PK” 全民鉴宝行动、
“小辣椒逛农博” 非遗专场、 寻找
儿时记忆等八大系列活动。 有看、

有买、 有吃、 有玩， 让长沙市民
随时逛出文化韵味。

据了解，非遗文化节的主要场
地雨花非遗馆（红星木雕城），目前
已入驻和签约的国家级、 省级、市
级非遗传承人200多位， 铜官窑、
菊花石、浏阳夏布、江永女书等非
遗项目600多个， 非遗商品几千
种，旨在打造中部地区最大的“非
遗”项目集散地、传承地、销售地、
互动中心。

“非遗”传人农博会上献“艺”

中国·雨花“非遗”文化节开幕
一刀剪出记者名字

———2015中国·雨花“非
遗”文化节见闻

浓香湘茶惹人醉

长沙开展公路治超百日行动，针对难点、重点———

制服“公路上的疯牛”

用44块楼板、 最快6天可安装一栋楼

远大住工
深度对接湘江新区

华融湘江银行
“牵手”微众银行

小额信用消费贷款，全部在手机上搞定

11月19日，几位女孩在湘潭油纸伞展区参观。 当天，2015中国·雨花“非遗”文化节在长沙举行。 本次文化节
开展“非遗现场展演”、“古玩艺术品交易会”、“百年湘绣展”三大主题活动，引进浏阳夏布、铜官窑、江永女书等
30多个非遗项目联合参展，囊括玉和醋、糖画、捏面人等20多款“非遗”美食，展现了“非遗”文化的魅力。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