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男子患白血病
女友不离不弃

湖南日报4月12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杨永玲)
“感谢大家，让我们看到了希望！”4月12日一大早，永州“准
儿媳”戴美元流着泪对记者说。

戴美元的男友张小龙今年31岁，永州人，从小丧父。3年
前，张小龙在广东务工时，与来自衡南县的戴美元相遇，两
人情投意合，准备今年上半年结婚。

今年1月26日，张小龙在湘雅三医院被确诊患急性淋巴
细胞白血病。得知张小龙的病情后，戴美元不离不弃，为男
友治病花光了所有积蓄，还四处奔走求助。

幸运的是，张小龙与哥哥骨髓配型成功。然而，面对50
万元左右的医疗费， 戴美元再也想不出办法， 整天以泪洗
面。4月11日下午， 张小龙和戴美元的故事被永州媒体报
道，并被当地网友转发，大家纷纷伸出援手。至12日早晨，永
州网友已捐款1.5万多元。

湖南日报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刘魁春 戴军

“周边种粮农户悬着的心可以放下
来啦， 这块秧苗再过10天左右就能下田
栽插。”4月10日，细雨濛濛。记者随衡阳
县西渡镇种粮大户、 县富农优质稻合作
社负责人刘准， 来到西渡镇梅花村的育
秧大棚里。刘准查看秧苗长势后说，以前
担心秧苗无法卷盘， 会导致运秧成本增
加，现在看来可以放心啦。

刘准说，3月上旬以来，衡阳县持续
低温多雨， 他花费110多万元引进的一
套密室叠盘育秧设备， 派上了大用场。
48小时就完成种子催芽，比传统育秧节
省四五天时间， 而且秧苗长得又粗又
齐，有利于机插。

“秧好半年禾。”刘准介绍，今年在
恶劣天气下用密室育秧， 出苗率高，秧
苗壮实，为早稻丰收打下了基础。

今年39岁的刘准，2009年带着在广

东做生意攒下的资金， 回到老家衡阳县
西渡镇梅花村，当起了农民。不过，他不
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 靠天吃饭的传统
农民，而是懂技术、善管理的新型农民。

长期来，育秧是制约水稻生产全程机
械化的一块短板。今年，刘准引进密室叠
盘育秧法， 不但解决了自己承包的3000
多亩耕地的秧苗问题，还为受恶劣天气影
响的周边农户提供了1000多亩秧苗。现
在，刘准种田实现了从育秧、耕田、插秧、
收割、粮食转运到烘干全程机械化。

1997年大学毕业后，刘准加入了南
下打工队伍。他有经营头脑，又吃苦耐
劳，很快赚到了百万身家。就在家人期
待着他将生意做大时，他却带着百万身
家回到了老家衡阳县，在梅花村流转了
几百亩农田，当起了农民。

“当时一些村民讲闲话，我在外面
混不下去了。”刘准暗暗发力，通过精耕
细作，第一年买台小车回来了，然后又
添置了农用机械。 这下村民改变了看

法：种田也能发财哦。
让村民没想到的还不止这些，刘准

在村里牵头成立农机合作社，购买了耕
田机、插秧机、无人植保机，还不惜花巨
资添置了烘干机，使种田变成了“人不
下田、谷不落地”。许多年轻后生纷纷从
沿海地区回来，到合作社跟着刘准打工
赚钱。一些学到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年轻
人开始自立门户， 这几年村里就出了7
个种粮大户。今年38岁的刘卫星本是永
州江华人， 现在是合作社里的种粮能
手，还在村里娶了媳妇，扎下了根。

今年， 刘准流转的耕地达到3000多
亩，种植的全部是高档优质稻，并在全县
发起成立了高档优质稻种植协会。相比传
统水稻品种，高档优质稻订单收购价高出
20%以上。刘准还与湖大、湖南农大等高
校进行产学研合作，着手水稻生产过程追
溯试点，对水稻生产进行全程监控，确保
产出的每一粒稻米安全、生态、无污染。

“我要当新型农民，用现在时髦的
话讲，就是当农民也要懂技术、善管理，
轻松赚钱，科学赚钱。”刘准笑着说，“就
是要当一个体面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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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4月12日讯（记者 杨军 通
讯员 罗中华 刘鹏 陈慧翔）4月11日，桃
江县马迹塘镇鸬鹚湾村贫困村民郑义
兰， 挑着一担刚采挖的新鲜竹笋走下林
道。他受雇于马迹塘竹笋专业合作社，每
公斤笋有0.175元的工钱。他说已经挖了
半个月了，一直可以挖到4月底，挖竹笋
的收入可达到6000元左右。

马迹塘竹笋专业合作社是桃江最大
的竹笋专业合作社。 据理事长肖学文介
绍，合作社拥有竹笋基地7048亩，吸纳本

地贫困户184户， 今年3月底以来每天聘
请当地采挖、加工、包装竹笋的农民有70
余人，辐射带动从业农户1000余户。该镇
大塘坪村是一个贫困村， 近年来发展笋
用林1800多亩， 仅此一项全村每年增收
70余万元。

桃江县拥有毛竹面积115万亩，居我
省第一。过去由于受“重竹轻笋”传统观
念的影响，绝大部分农民“护笋养竹、以
竹卖钱”，造成大量竹笋资源被浪费。近
年来，桃江转型发展竹产业，出台了一

系列支持竹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累计
投入2亿多元专项资金， 大力发展竹笋
产业。他们通过大力宣传培训、夯实基
地建设、推进加工市场建设和落实奖补
扶持措施等，逐步扭转了农民“重竹轻
笋”的传统观念。同时，根据市场需求，
桃江开发出原笋、初加工笋、复水笋、
后加工笋4大类20多个竹笋产品，最
大程度地发挥了竹笋的经济效益。以
前一亩竹林卖竹子收入只有200元
左右，现在一亩竹林光卖春笋的收入

就达2000元以上。
目前，“桃江竹笋” 已荣获国家地理

标志证明商标， 竹笋也成了致富一方的
富民产业。全县有竹笋专业合作社16家、
竹笋加工企业24家，入社社员5800户，从
业人员达3.2万多人。

湖南日报4月12日讯 （记者 白培生
李秉钧 通讯员 何东亮 李川）“上个月，
区里以现场推进会形式，派3个走访组随
机抽查了镇里30户贫困户脱贫情况。”4
月11日， 郴州市苏仙区栖凤渡镇党委书
记黄建华介绍， 现场共查出问题8个，并
现场点评促整改。镇里举一反三，除整改
有关问题，还推出农业、旅游等产业帮扶
政策， 为全镇贫困人口今年脱贫摘帽打
好基础。

苏仙区精准扶贫的目标是， 到今年
底，力争全区剩余7128名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实现“一超过、两不愁、三保障”，全部脱
贫摘帽。为此，该区从年初开始，采取召开
精准扶贫“查改促”现场推进会方式，“现
场抽查、现场通报、现场点评、限期整改”。
并由区委副书记带队， 按照省里的标准，
每个乡镇随机抽查30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查找在精准识别、产业帮扶、“一户一策”、
档案资料及贫困村退出等方面存在的问

题，逐一进行点评，发放责任清单，限期整
改。同时，以“扶贫督查通报”形式，对存在
的问题在全区通报， 确保发现真问题，倒
逼责任落实。今年来，该区已发出督查通
报4期。

“我们通过对每个乡镇、每个村、每
户贫困户现场‘解剖麻雀’，查找扶贫工
作中存在的不足，以查促改进，以改促提
高。”苏仙区委副书记刘明发表示，在此
基础上，区里还举行扶贫工作约谈会，今

年已对7个镇的主要领导、28家帮扶责任
单位负责人及14个贫困村驻村工作队队
长进行约谈，给他们敲警钟。

针对产业扶贫力度还不够大的情
况， 苏仙区今年增加了产业扶贫专项资
金，扶持贫困户新种高山菊1000亩、雪莲
果2000亩、茶叶1200亩，并新建木耳种
植大棚4万平方米、 万头养猪场一个，可
为全区贫困户户均年增收4000多元，增
加用工岗位1100多个。

湖南日报4月12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朱孝荣 曹裴媛）4月12日，资兴
市地方海事处负责人介绍， 东江湖172
艘老旧客货船目前已全部淘汰到位。此
举既能保护这湖好水，又能保障东江湖

水上交通安全。
近年来，资兴市不断加大投入，推进

东江湖保护。通过关闭湖区矿山、完善库
区环保设施、网箱退水上岸、渔业增殖放
流、生猪退养等举措，力保东江湖水质整

体优于国家饮用水二级标准。为了让东江
湖航道更畅通，水体更清澈，从2015年起，
该市对东江湖区域接近报废年限的老旧
客货船进行强制淘汰，统一运送到湖区造
船厂进行拆解。同时，购置了油污回收船、
污水收集趸船， 并对保留的船舶加添油
污、污水、垃圾收集处理装置，所有船舶基
本实现油污水、生活污水零排放。

湖南日报4月12日讯（徐德荣 成俊
峰 陈科 李兴隆）今日上午，衡阳市国税
局、地税局在珠晖区办税服务厅，联合举
办“纳税服务日”网友体验活动，一家建
筑公司的会计林先生对“畅易代开”称赞
不已。这次体验活动邀请网友代表、媒体
代表30余人，现场体验“一窗一人一机”
办税、“同城通办”“畅易代开” 等22种办
税场景， 直观感受互联网税务带来的便
捷。目前，衡阳市17个办税服务厅已全面
实现“一窗一人一机”办税，纳税人到一
个办税服务厅，取一个号，排一次队，到
一个窗，可同时办理国地税两家业务。

苏仙区：
招商到位资金增两成

湖南日报4月12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李贵 罗美霞)4月12日， 郴州市
苏仙区商务局局长林慧告诉记者， 该区
围绕沃特玛新能源汽车创新联盟苏仙产
业园招商， 引进项目3个， 总投资4.5亿
元。 苏仙区把今年定为“全民招商引资
年”， 举全区之力抓好招商引资工作。出
台了进一步加强招商引资工作的实施意
见，进一步降低企业用工、用电、融资等
成本， 支持金融机构扩大对招商引资项
目信贷投放。今年一季度，共引进投资项
目39个，已到位资金12.4亿元、同比增长
两成多。

永州：
三千名农技员助春耕

湖南日报4月12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邓提茂）今天一大早，新田县农
委农艺师骆小梅来到陶岭镇新胡家村，
帮助种粮大户胡光文摊晾芽谷。 入春以
来， 永州市先后组织市、 县、 乡农技员
3000多人，深入田间地头，宣传惠农新
政策，推广种养新品种,并开展示范和指
导，手把手传授种养新方法、新技术，帮
农民解决实际问题和困难。目前，已举办
适用技术培训班、现场观摩160期，培训
农民5万多人次,帮助农民解决生产中遇
到的困难和问题近万个。

道县：
通报3起“雁过拔毛”式案

湖南日报4月12日讯 （记者 邹仪
通讯员 何红福 ）4月11日， 道县对3起

“雁过拔毛”式典型案件进行了通报。这
次通报的3起案件分别是，清塘镇土墙村
党支部原书记朱雨芝、 村委会原主任朱
专芝、 原秘书朱增星骗取高速公路征地
补偿资金案， 审章塘乡皂角坝村党支部
原书记顾爱明冒领他人养老保险金、套
取项目资金案， 西洲街道办事处工作人
员蒋翔宇收取好处费案。一季度，全县各
级纪检监察组织共立案36件， 结案33
件，给予党政纪处分41人。

桃江竹笋致富一方百姓
全县有竹笋专业合作社16家,从业人员达3.2万多人

“查改促”推进精准扶贫
苏仙区力争今年贫困户全部摘帽

湖南日报4月12日讯 （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邓立平）
“树高千尺不忘根，水流万里总思源。”近日，醴陵籍企业家、
新华联集团董事长傅军以个人名义，捐赠300万元，用于其
家乡醴陵市浦口镇敬老院改造及合水村基础设施建设等，
助推当地脱贫攻坚。

浦口镇敬老院始建于1985年， 现居住五保老人59名、
孤寡老人3名。近日，傅军来到敬老院，看望慰问老人。看到
敬老院内宿舍比较陈旧， 配套设施也不完善， 傅军当即提
出，以个人名义捐款100万元，用于敬老院改造。在浦口镇
政府座谈交流时，傅军又当场捐赠100万元，希望为该镇脱
贫攻坚加油助力。同时，捐赠100万元，用于该镇合水村基
础设施建设。

“近年来，傅军为浦口镇基础设施建设、教育事业发展
及扶贫济困慷慨解囊，这种情系故土、反哺家乡的行为令人
感动。”醴陵市委书记胡湘之叮嘱浦口镇负责人，要认真研
究，把傅军捐赠的资金用好，把每一分钱都用到刀刃上。

醴陵籍企业家傅军
为家乡捐赠300万元

湖南日报4月12日讯（周俊 李亮）4月11日，冷水江市
组织环保、水利、畜牧水产、公安等部门，对资江冷水江段水
域禁渔、采砂等情况开展突击检查，集中整顿违规采砂、非
法捕鱼、污染排放等问题，切实保护资江水域生态环境。

资江是流经娄底市的最大的河流，为冷水江市、新化县
主要生活水源。近年来，冷水江市坚持保护与开发并重，全
面加强资江流域生态廊带建设， 大力开展工业企业污染治
理、河道采砂整治、打击非法捕捞等行动，解决资江水质污
染、植被破坏等生态问题。同时，着力推进柘溪库区、资江两
岸畜禽规模养殖退养工作， 彻底解决畜禽养殖引发的水域
污染等问题。检测结果显示，今年来，资江冷水江市出境断
面(郭家桥断面)水质达标率实现100%。

冷水江市还把资江旅游开发列为全域旅游重点， 科学
推进资江沿江生态走廊项目建设， 通过发展生态休闲产业
和生态环保项目，打造以资江为核心的特色生态旅游品牌。
目前，该项目已列入全省第四批PPP示范项目。

通过保护与开发并举， 资江冷水江段水域生态环境得
到全面改善，实现了“江水清、两岸绿、城乡美”的目标。

保护与开发并举

资江冷水江段水清岸绿

湖南日报4月12日讯（金慧 彭旭 唐柏林）宁乡的慈善
组织有家啦！今天，宁乡慈善义工联合会正式成立。义工联合
会将通过资源共享，数据互通，全面提升慈善组织服务民生
的能力。目前，已有23家义工团体、220多名义工报名加入。

“宁乡的爱心团队、爱心个人数量多，潜力巨大，搭建好
信息共享平台，将有助于将正能量放大，服务更多群众。”宁
乡县民政局慈善会办公室主任杨彩霞介绍， 宁乡目前注册
登记和备案的社会组织共有613家， 主要服务于社区的老
年人、儿童、残疾人、困难家庭等群体，为社会公益慈善事业
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但是，也存在管理不规范、服务能力参
差不齐的现象。

为此，宁乡慈善义工联合会应运而生，通过整合全县公
益慈善服务资源，携手合作，打造慈善组织共同的“家”，有
效发挥社会组织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宁乡慈善组织有“家”啦

东江湖172艘老旧客货船“退休”

“要当一个体面农民”
老百姓的故事

衡阳：
举办纳税服务体验活动

新闻集装

巡检保安全
4月12日，技术人员对天梯钢架进行维护保养。眼下进入旅游旺季，张家界市武陵源区加大对景区索道、天梯、观光电车等

旅游行业特种设备的检查维护力度，并加强安全值班、旅游从业人员安全技能培训和应急救援演练，着力提高景区安全防范和
应急处置能力，为游客创造安全和谐的旅游环境。 吴勇兵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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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奖池：556667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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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235 1040 24440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797 173 137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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