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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杨军
通讯员 阳丽萍

4月15日，参加环洞庭湖生态文
化旅游采访的记者，在沅江市芦笋展
示馆尝了芦笋、喝了芦根茶、看了芦
笋生产视频后，啧啧称赞，说在这里
看到了许多新东西，有意外之喜。

“荻笋鲥鱼方有味，恨无佳客共
杯盘。” 这是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品尝
芦笋后发出的感叹。近两年，沅江市
委、市政府转变发展思路，打造芦笋
食品产业， 推动芦苇产业转型升级。
有“洞庭虫草”之称的沅江芦笋在美
食界声名鹊起，也为当地老百姓开辟
了一条致富新路。

小芦笋给群众生活带来大变化。
记者近日到沅江，实地了解了一番。

企业老板起死回生
“以前积压的芦苇到现在还没卖

完，但我生产的芦笋还没有出来就被
客商订完了。”4月15日，龚立军对记
者说。

龚立军在沅江漉湖芦苇场承包
了6万亩芦苇，他见证过芦苇的辉煌，
也品尝到了其带来的苦涩。

龚立军说，2008年前造纸业火
热时，芦苇供不应求，湖北武汉、赤壁
和沅江本地几个造纸厂抢着来拉货，
每吨芦苇可净赚200元。

可后来， 随着国家环保力度加
大，加上电子办公等兴起，许多造纸
厂关停，芦苇收购价每况愈下。算上
人工、土地租金和运输等成本，一吨
芦苇卖出去倒亏200元。

一些亏损严重的承包户逐渐退
出，但从小在芦苇荡里长大的龚立军
对芦苇有感情，他没有转行，还从银
行贷款2000万元坚持着。 他希望芦
苇市场转好，自己能东山再起。可几
年过去，没有卖出的数万吨芦苇压得
他喘不过气来。

2014年，沅江做出了打造芦笋
食品产业的决策，这使龚立军看到
了新的希望。当年，他抓住政府推
广芦笋项目的机遇，与辣妹子公司
联手，开发芦笋绿色食品。经两年
发展，目前其公司年产值超4000万
元。

家门口就业挽救一个家
设在沅江泗湖山镇的湖南平芝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聘用了大批当地

村民。下班时，在公司门口，许多人骑
摩托车来接人， 成了一道独特风景，
何年满的丈夫就是其中一员。

何年满今年42岁，是泗湖山镇双
华村人。其丈夫前些年养鱼喂猪都不
景气，无奈之下，她两年前南下深圳
打工，由于没有技术和特长，月工资
只有2000来元。她外出打工期间，丈
夫不问家事， 不管家里两个孩子，眼
看一个家就要散了。

2013年，听说家门口一家芦笋
生产企业在招工，何年满应聘到这
家企业上班。公司让她负责一些带
有技术性的工作，一年有五六万元
收入。由于上班离家近，公司还特
许她早些下班回家照顾家庭。随着
这两年家庭收入增加，她丈夫也变
勤快了，孩子学习进步了，家庭重
归和睦。

湖南平芝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长陈建波告诉记者，他们一年固定
用工230多人， 大部分是附近村民，
人均月工资3000多元。

据了解，在三四月份芦笋
采摘生产高峰时节，沅江市从
事芦笋生产的人员有1.8万人
左右。

采摘芦笋一天能赚300元
这两天， 泗湖山镇的王益华、肖

瑞良老两口商量着，准备用采摘芦笋
赚来的钱购置一辆三轮车。

今年69岁的王益华家住芦笋采
摘基地不远处的泗湖山镇群益村，近
两年每到芦笋采摘旺季，他与老伴早
上5时就出门到采摘基地开始劳作，
干到下午5时左右回家。

王益华说，芦笋采摘期一般可达
35天。一人一天可采摘剥壳后的新鲜
芦笋肉25公斤左右， 手快的能达到
50公斤左右。然后以每公斤6元的价
格卖给加工商。他和老伴多的一天赚
四五百块钱，最少的一天也有一两百
块，十几天下来，有好几千块钱。

如今在沅江， 在芦笋采摘时节，
去芦苇荡里采芦笋的人不少。芦笋采
摘不需要什么技术，老人小孩都可以
干，一个成年劳动力平均每天可获收
入300元左右。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陈政忠 陈兵芳 蔡兰芳

“单位面积苗数漏插率高，影响
产量……”4月14日， 在东安县鹿马
桥镇农技站农技员陈久余的指导下，
该镇种粮大户杨许君忙着机插早稻。
杨许君感慨地说：“过去我们追着农
技站要服务，现在农技员主动上门服
务。”

东安县农业委主任蒋笃刚说：
“全县开展乡镇农技站星级服务创建
以来，大力改善乡镇农技站工作生活
条件，严格工作考核，激发了大家的
工作活力。”

星级创建，农技站“变形”
到2012年， 该县16个乡镇农

技站站房是上世纪80年代建的砖
瓦房。 农技站为财政差额拨款单
位，25%的农技员工资、 办公费自
筹。

陈久余今年底满60岁， 在鹿马
桥镇农技站工作了35年， 他回忆：

“2013年以前，站房漏雨，化验只有
几根试管、试纸，下乡凭两条腿。”该

站站长秦华辉接着说：“改善乡镇农
技员工作生活条件， 保障工资报酬，
成为大家的企盼。 ”

2013年，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
务中心在12省（区、市）启动基层农
技推广机构星级服务创建试点。东
安县是首批试点县。围绕乡镇农技
站“机构形象好、班子队伍好、管理
运行好、工作业绩好、服务口碑好”
创建目标，该县把16个乡镇农技站
纳入全额事业拨款单位，农技员工
资财政负担， 每年人均还安排1万
元工作经费。改扩建站房8个、新建
8个。

记者在鹿马桥镇农技站看到，
2013年新建的站房占地900平方米，3
层办公楼分为办公室、培训室、检验
检测室、咨询服务大厅，配备投影仪、
检测仪等。 有科技下乡用的摩托车、
30亩试验示范基地。严格实行视频签
到，目标管理考核与绩效工资、评优
评先、职称职位晋升挂钩。两年来，该
站完成农业科技示范推广项目20多
个，应用面积7万多亩。先后被评为省

“五星级服务乡镇农技推广机构”、
“2015年农业部五星级服务乡镇农技

站”。

主动服务，农技员“贴心”
该县农业委农技推广站负责人

林东平介绍：“通过乡镇农技站星级
服务创建，全县179名乡镇农技员每
人每年进村入户指导150天以上，培
育农业科技示范户1000户、30亩以
上的种植大户770户。全县农业生产
优良品种、规范化栽培、测土配方施
肥和病虫害统防统治覆盖率达
100%。 农技员带动群众致富效果明
显。”

“疏去部分春梢的要求是‘三疏
一’、‘五疏二’， 这样有利于保花，减
轻落蕾落花……”芦洪市镇溪源村柑
橘种植大户陶鲲的果园里，农技员唐
明贵正手把手指导他疏蕾（花）控梢。
陶鲲连声夸奖：“唐技术员的帮助，让
我有了好收成。原来管理粗放，我种
植的33亩脐橙， 前年亩产仅650公
斤，均价3元/公斤。去年，唐技术员指
导我防控红蜘蛛、锈壁虱，施农家肥，
认证无公害产品， 脐橙亩产1050公
斤，均价4.4元/公斤，比前年增收8.8
万多元。”

� � � � 湖南日报4月18日讯（记者 徐
典波 通讯员 李冀 邹苑佳）4月16
日至17日， 岳阳市副市长李为带
队，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组织22
家单位，赴深圳参加第十四届中国
国际人才交流大会，将该市“揽才
引智”工作推向高潮，以助力“一极
三宜”江湖名城建设。

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是我
国目前唯一面向外国专家组织、培
训机构、 专业人才开放的规模最
大、规格最高的国家级、国际化、综
合性的人才与智力交流盛会。岳阳
在大会主馆设立展位，精美的岳阳
楼模型古香古色，“一极三宜”江湖
名城建设成果展充满魅力，多项含
金量高的揽才引智政策等内容引
人注目。3家引智单位、4家参展单

位和12家考察观摩单位求贤若渴，
推出人才需求岗位与优惠条件，引
来应聘者络绎不绝。科伦制药携总
工程师、 研发项目经理等重要岗
位， 开出最高超30万元的年薪，现
场与10多名高端人才达成初步意
向。

去年来，岳阳市委、市政府出
台关于加强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
引进有关实施办法， 推出最高500
万元的创业人才投资项目资助，最
高100万元的科研资助和10万元至
100万元不等的安家补助， 先后有
17名高层次人才成功入选，其中美
国、 加拿大、 挪威等外国籍专家3
人，海外留学及工作背景4人。人社
部门成功申报引智项目32项，争取
项目经费129.5万元。

13万亩农作物受灾
桂阳开展生产自救

湖南日报4月18日讯 （记者 李秉
钧 通讯员 骆国平 夏太鹏）“老邱，这
些烟株虽断了叶，但芯叶未受损，清除
残叶断叶后再喷施药剂， 还能继续生
长。”4月18日上午，在桂阳县仁义镇阴
山新村， 县烟草专卖局技术员李国雄
指导烟农，开展烟田补损工作。

4月17日上午， 桂阳县发生风雹
灾害，浩塘、仁义等10多个乡镇受灾。
据初步统计，全县烤烟、玉米、大豆等
农作物受灾面积达13万多亩，其中烤
烟受灾5.35万亩； 倒塌房屋75间，严
重损房41间；受灾人口达6.2万余人。

灾情发生的当天下午，桂阳县委、
县政府主要领导深入受灾乡镇察看灾
情，组织抗灾救灾。县烟草、农业、民
政、保险等部门抽调人员，组成15个救
灾工作小组，分赴受灾乡镇核实灾情，
指导群众开展生产自救。 对绝收烟田
和旱土，做好改种工作。当地保险公司
启动快速核灾、理赔程序，落实“应赔
尽赔”要求，保障农民利益。

雨后云瀑天际来
4月18日，张家界武陵源景区壮美的云瀑景观。当天，雨过初晴，张家界核心景区武陵源出现难得一见的云瀑奇观，

流云在峰林间翻腾，犹如天河倾泻，气势磅礴，让游客和摄影爱好者惊叹不已。 彭斌 吴勇兵 摄影报道

星级服务 进村入户
微调查

芦笋尖尖角 托起“富贵乡”

岳阳组团赴深圳“引智”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0
二等奖 5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0
0 43410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212
742
6766

11
21
154

2047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4808
80024

392
1820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6年4月18日 第2016044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下期奖池：1519357 元
03 0509 15 16 17 18 21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6年 4月 18 日

第 2016102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298 1040 309920

组选三 376 346 130096
组选六 0 173 0

2 28

王维华：
走失的弟弟找到了

湖南日报4月18日讯（毛敏轩 姚
学文）“我弟弟找到了，非常感谢新湖
南的报道。”今天下午，长沙市雨花区
洞井镇新裕社区群工站工作人员王
维华，通过雨花区群工站“群工之家”
微信群， 表达对记者的感激之情。王
维华说，他现在正在湘阴照顾弟弟王
维田，弟弟身体状况正常。

4月11日， 王维华的弟弟王维田
在去湘雅医院求医路上，因坐错公交
车而迷路。经寻找没找到，4月14日零
时，王维华在雨花区群工站开设的微
信群“群工之家”求助。湖南日报记者
看到求助信息后， 第一时间编写了
《雨花区一群工站工作人员弟弟走
失》一稿，通过湖南日报新媒体———
新湖南发出，引起巨大反响。短短一
天，点击率超过4万次。4月16日，寻找
还是没有线索，王维华再次发出求助
信，新湖南又做了转发。

原来，王维田脑袋左骨头做过手
术，语言不太清楚。本去湘雅看病的
他，在望月湖下车后，由于语言不通，
迷路了。的士司机误将“湘雅”听成

“湘阴”，把他送到了湘阴。到湘阴后，
王维田不认识路，也没有带钱，又急
又饿又困，不小心掉进鱼塘，还好被
路过的交警发现及时救起，然后被送
到湘阴县人民医院治疗。医院通过王
维田的身份证信息，联系上其老家洞
口县桃花村的党支部书记，事情才得
以解决。

“感谢雨花区群工站的支持和帮
助，感谢新湖南的报道。”王维华感激
之情溢于言表，“你们的关心，让我感
受到了无限温暖。”

报道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