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彭业忠 通讯员 吴红艳

4月12日至13日，记者在素有“百里苗乡”
之称的花垣县农村采访，目睹了该县苗族同胞
在驻村扶贫工作队引导下，春耕思路变得精准
了，把种什么、养什么、从哪里增收都想明白
了，发家致富的点子越来越多了。春耕春播，苗
乡处处气象新。

田间“指挥官”
“突突突……”4月13日上午，花垣县花垣镇

鸡公岭下的新寨村，40岁的苗族村民吴天宝家的
田里，2台小型耕整机地来回穿梭，掀起层层泥浪。

田坎边， 吴天宝指着自家的田说：“以前，
我们家4兄弟用牛耕田， 起早贪黑， 要搞五六
天。现在用耕整机耕田，个把小时就搞好了。县
农机局扶贫工作队， 不仅发放农机燃油补贴，
还帮忙联系耕整机。现在种阳春，我成了‘指挥
官’。”说完，吴天宝自己笑了起来。

近年来，花垣县不断加强农田水利等基础
设施建设，通村公路实现全覆盖，农民生产运
输条件得到极大改善， 机耕作业面积达到
80%。在扶贫干部引导下，农机具不断推广，当
下春耕播种，很多农民用上了农机。

网上忙“调研”
“桃花虫不仅好吃，而且特别好卖。这段时

间，好多餐馆打电话订货，我平均每天收入200
多元。可惜桃花虫太难找，如能养殖出来，真是
个赚大钱的‘黄金虫’！”4月12日上午，补抽乡
兴中村村部农村远教中心里，苗族妇女龙玉花
告诉记者，她长年在峒河里与几个村民捞桃花
虫。此时，她正与县党史办扶贫工作队的干部
一道，在网上搜索培养桃花虫的相关资料。

在花垣县，像兴中村苗族同胞们一样在网
上搞“调研”的人，已经不在少数。许多苗胞用
电脑、手机等“上网调研”，已轻车熟路了，网络
已经成苗乡群众查找信息、学习技术等重要渠

道。近3年来，在扶贫工作队“一户一策”引导
下，全县100多个贫困村的2万苗族同胞，不再
靠“年成吃饭”，许多家庭逐渐搞起了适合自家
条件的特色种养业。

乐种“低碳田”
“种蔬菜，还是农家肥最上劲！”4月12日下

午，在花垣县长乐乡羽丰鸽业养殖基地，七八
位苗胞在忙着挑运鸽粪。两年前，在自治州民
政局扶贫工作队引导下，村民们用农家肥培育
出来的香葱、小白菜等，在花垣县城以及保靖、
吉首等地小有名气，很多餐馆、酒店常年订货，
农家肥成了种植蔬菜和水果的“抢手货”。

在精准扶贫中， 花垣县涉农部门与100多
支扶贫工作队，积极鼓励农民发展绿色生态农
业，倡导农民选用农家肥、生物肥等，进行“低
碳”种植，既提高了各种农产品的品质，又改良
了土壤结构，减少了环境污染，每亩田地节约
成本200元左右。目前，该县绿色蔬菜“苗外婆”
五香菜心，已经成了南方航空公司航空餐用蔬
菜。苗汉子弄弄葱、香椿等10多种品牌蔬菜，也
俏销周边市场。

湖南日报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唐建国

4月10日，走进江华经开区九恒条码公司，
在其印刷车间、包装车间、成品车间里，见工人
们在紧张有序地忙碌着。一辆辆发送货物给顺
丰、韵达、京东、中通等快递企业的货车，不断
从厂区内开出。

见到记者， 九恒集团负责人尹建平自豪地
说，“江华九恒” 生产的快递单已占领全国市场6
成以上份额。去年，公司总产值达到了15亿元，成
为国内条码行业名符其实的“龙头老大”。

九恒集团总部原在广州， 董事长沈云立、
董事尹建平分别是我省邵阳、 益阳人。2002年
起，沈云立、尹建平在广州从事条码印刷和新
能源产业，10多年打拼， 创造了同行业令人瞩
目的成绩。特别是其生产的空气能、平板太阳
能热水器， 被广东省评为重点节能推荐产品，

远销欧美等30多个国家。
2013年初，沈云立、尹建平正在为到哪里投

资感到迷惘时，一次偶然的机会，在江华投资办厂
的湖南凯盈科技公司总经理马永红向他们推荐：
回湖南去，到江华去，那里非常适合投资办厂。

回湖南投资，是沈云立、尹建平多年的心
愿。听马永红这么一说，沈云立决定到江华去
看看。没过几天，沈云立一行10多人来到了“神
州瑶都”江华，进行投资考察。

完整配套的基础设施、保姆式服务、优惠
的投资政策，瑶族人的真诚、热情、勤劳，以及
优美的生态环境、独特的民族风情，让考察人
员很快做出了来江华投资办厂的决定。2013年
12月，九恒集团与江华瑶族自治县政府正式签
约，公司入驻江华经开区，投资条码、包装材
料、新能源等项目。

“九恒条码从2014年4月动工，到第一批产

品下线，只用了120天。九恒集团在江华创造的
‘九恒速度’， 让我们自己都感到有些意外。回
湖南投资，是我们最明智的选择。”尹建平说。

项目建设期间， 江华各级各部门全力配合。
一次项目工地用电出现问题，县委书记罗建华连
续打了7个电话督促解决； 经开区负责人顶着烈
日守在工地协调，最终在约定时间恢复通电。

“政府全力支持，我们施工也很快，只用了3
个月，就移走土石方100多万立方米。”尹建平一
边领记者在印刷快递单的机器前参观，一边用一
个个生动事例，说明在江华得到的贴心服务。

在江华九恒条码公司旁，九恒集团旗下的
新能源、恒津包装、楷亿科技等企业，有的已于
近日建成投产，有的在抓紧施工。江华经开区
党工委书记邓铁成说，在经开区内，九恒集团
科技园已建成占地510亩的“园中园”，固定资
产总投资已达9亿元。目前，九恒集团总部和生
产基地已全部从广州搬迁到了江华。 按规划，
集团今年全面启动上市计划， 力争5年内年产
值达到55亿元，10年内达到100亿元。

瑶山昂起行业“龙头”
老乡回家乡 共建新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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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4月13日讯 （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杨韬）4月12日17时许，随着吊臂
的缓缓提升，在资江河中泡了一天多的一
辆白色SUV汽车缓缓露出水面。 回想起
昨天的惊魂一幕，车主罗义还在感叹：“没
有武警同志在，我们一家人就没命了。”

4月11日16时30分许，罗义和家人朋
友一共5人驾车途经S308省道东坪至柘
溪路段时，车辆失控撞向路边岩石后腾空
掉入资江河中， 除驾驶员被甩出车外，车
中其余4人均随车落水。

事发地域正处于柘溪水库大坝出水
口，江宽水深，湍急的水流随时可能连人
带车一起卷走，情况十分紧急。

“快！停车救人……”这一幕刚好被路
过的武警官兵看到，坐在副驾驶的武警益阳
市支队干事皮本初， 赶紧招呼官兵们下车。
还没等车完全停稳，武警湖南总队野战文艺

小分队成员廖祺和刘刚立刻跳下车查看驾
驶员伤势，皮本初和武警湖南总队野战文艺
小分队的欧阳威一边脱衣服， 一边顺着3米
多高的河堤往下跑，一纵身跳进江中。

就在此时，一名落水者正挣扎着浮上
了水面，皮本初和欧阳威两人快速游近后
协力将其拖带到岸边。当第一名获救者告
知还有3名人员被困水中后， 两人顾不上
自身安危，又马上潜入水中将被困人员一
个一个带至水面。随后，借助岸边群众抛
来的竹竿、麻绳、泡沫箱等简易救援器材，
将3名落水群众成功拖至岸边。

“救起来了,救起来了!” 现场围观的
群众欢呼雀跃，纷纷向在风中瑟瑟发抖的
官兵竖起了大拇指。 经现场初步处置后，
紧急赶来的救护车将伤者送到医院做进
一步检查。后经确认，4名落水人员在当地
医院检查后均无大碍。

周俊 肖展发

“不用钱，下次有什么需要修的尽管
来找我。”4月11日，在双峰县杏子铺镇双
源村， 万双阳推辞着村民给的维修费。从
县航运公司下岗后，万双阳回家办起了免
费家电维修“工作室”，义务为村民维修各
种家电和小型农机，这一干就是20年。

1997年，双峰县航运公司进行人员精
简，46岁的维修工万双阳主动下岗，回到老
家杏子铺镇双源村当起了农民。万双阳说：
“我是库区移民，每年都有国家补贴，子女
都有工作，当农民挺好，日子过得去。”

说起免费为村民修家电、农机，万双
阳脸上洋溢起质朴的笑容。 那年赶上抗
旱，邻居家的水泵突然无法启动，十几亩
水田无法灌溉，大伙急了。去县城来回需
一天时间，即使送去维修还得排队。万双
阳带上简易工具，三两下“捣鼓”，就把水
泵修好了。

事情很快传开，万双阳成了村里的名
人。“那时候，村里没有维修店，乡亲们要
修个家电、农机很麻烦。”于是，万双阳索
性在家里办起了维修店，免费为村民维修
电器和农机。

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家电
下乡政策的推行，彩电、空调、洗衣机、电
冰箱等家电逐步在农村家庭配齐。万双阳
也更忙了， 除了双源村， 周边的光景、吴
合、 梓园等10余个村的村民都喜欢请他
维修。

走进万双阳家中，屋子里被各种电路
图、配件、工具、待修电器所堆满，台灯下
的一块小案板就是他的工作平台。双源村
张余庆拿来3台电风扇、1个烤火炉； 吴合
村刘满兰拿来2个台灯、1个收音机……万
双阳照单全收。 光景村老周抽水抗旱，机
器出了毛病，万双阳接到电话，自带配件，
一路小跑赶到现场。

6年前，年满60岁的万双阳开始领取
退休金，他索性不出去干活了，专门为村
民搞维修。“现在科技发展太快，新的家电
款式和新产品层出不穷，很多东西不能按
照老式办法来维修。”不过，万双阳也有办
法，买来各种维修书籍，带着老花眼镜学
习，“虽赶不上趟，但也凑合着能应付。”

20年来， 万双阳义务为农户修理农
机、家电2000余件次，用自己的手艺服务
着当地农户。万双阳说：“只要身子骨还硬
朗，就一定把这份事业坚持下去。”

“快！停车救人……”
武警官兵勇救4名落水群众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滕珊珊

“给孩子加加油， 这一家子不容易
啊！” 滕树球在麻阳苗族自治县县城经营
一家南杂店，4月12日上午8时30分，他赶
到锦江广场， 把400元现金投进了募捐
箱。在广场晨练的张凤莲老人，也把身上
仅有的118.5元塞进了募捐箱。

在锦江广场，一早就摆出的展板引起
了市民围观， 上面是一封捐款倡议书，配
图中有一个肚子像篮球一样大的光头孩
子。这是麻阳“爱在苗乡”志愿者协会为
“重度地中海贫血” 患儿田鑫组织的一场
爱心募捐。

“去年，从朋友圈轻松筹上看到了小
田鑫的消息，就去他家里走访，了解到的
情况让我们心酸。” 志愿者协会负责人邵
忠飞是募捐活动发起人之一，他向记者介
绍，田鑫家住锦和镇碰溪园村，他的母亲
和哥哥患轻度地中海贫血病，他的母亲同
时还患有肺癌。

据了解，田鑫出生3个月时就被确诊为
重度地中海贫血， 只有通过造血干细胞成

功移植才能挽救生命。虽家徒四壁，一家人
却从未放弃，举家远去广东打工赚钱，为田
鑫治病。 田鑫靠每月2次输血维持生命，去
年孩子的病情不断加重， 出现了脾脏肿大
如球的状况。医生建议进行消脾肿治疗，并
尽快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

“爱在苗乡”志愿者协会与县红十字会
积极开展救助工作， 通过中华儿慈爱心家
园腾讯网乐捐首页， 在20天内从全国各地
募集善款20万元。2月20日，田鑫顺利进行
了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 却又出现抗药反
应，多次吐血便血，情况再次危急。此时，已
花去移植手术和医药费28万多元， 而移植
后排异治疗费用还需25万元左右。

于是，一封“千万爱心创奇迹，齐心协
力救田鑫”的募捐倡议书在微信群、QQ群
流传开来，县内外众多爱心人士、单位和
企业积极捐款。4月11日凌晨， 岳阳平江
的董女士主动联系上田鑫，并通过微信转
账捐了1万元。

据县红十字会会计杨惠云统计，4月
12日当天， 共为田鑫筹集到“救命钱”
115192.5元。目前，募捐活动还在继续。

为救治重度地中海贫血患儿———

志愿者全力筹集“救命钱”

湖南日报4月13日讯（记者 邹仪 通
讯员 骆力军 单明海）日前，中信国安城
市运营科技有限公司、中铁二十一局在宁
远县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这两家央
企所属企业将投资80亿元联手开发建设
九嶷山旅游。

近年来，宁远县紧紧围绕建设国家级
文化生态旅游目的地的目标， 扎实推进
“一山一城”（九嶷山、 县城旅游） 发展战
略， 对九嶷山舜帝陵景区进行了升级改

造。该县按照全域旅游发展模式，打造了
三分石、仙子山、灌溪仙境、下灌乡村旅游
四大新景区，扩建了舜帝陵，新建了古舜
庙遗址博物馆，九嶷山-舜帝陵风景名胜
区入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成为永州市第
一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目前，该县有4A级旅游景区1个、3A级
旅游景区3个， 建成特色旅游名乡名村、乡
村旅游区38个。2016年，全县接待游客800
余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48亿元。

宁远引资80亿元开发九嶷山旅游

� � � �（当日）苗乡春耕气象新

20年，乐当义务“维修匠”
老百姓的故事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朱孝荣 李铁南

“我今年准备再流转500亩荒地， 建立黄
桃、樱桃等小水果基地，并在基地修建体验式
农庄，用自己种植的生态米、绿色果蔬招待游
客，把抛荒地变成‘金矿’。”4月12日，资兴市唐
洞街道大王寨经济能人黄财文信心满满地对

记者说，他想成为一位从种植到加工销售及休
闲旅游为一体的生态农场主！

说起黄财文， 当地群众为他荒地里刨
食“点赞”。黄财文是资兴市唐洞街道大王
寨村人 ，是“财文家庭农场 ”的农场主 。近
几年， 黄财文通过流转抛荒土地， 发展现
代生态农业， 一步步追寻自己的“生态农
场梦”。

“我们村位于资兴市唐洞街道西
北10公里处，与永兴县、苏仙区交界，
郴永大道与资五公路从村里穿过，适
合进行农业与旅游资源开发。”黄财文
给记者讲述其回乡创业故事时介绍，
随着村里青壮年纷纷外出务工或经
商，留下日渐荒芜的田土，这让在外创
业的黄财文感到很心痛。 村里的长辈
也多次跟黄财文说：“财文啊， 你在外
创业成功了，能不能回家乡做点事，给
大家闯出一条致富的好路子。”

村里人的叮嘱， 黄财文一直记在

心上。经多方思考和考察，2014年，黄财文举家
从外面迁回农村老家，流转土地，开始发展现
代农业。“我是被这方土地养育成人的，只要路
子对，荒芜的土地上一定能结出致富的果实。”
黄财文说，他一期在大王寨村窑上片区流转田
土300亩， 其中200亩用于种植优质水稻，100
亩套种麒麟西瓜、豆角、甜玉米、马铃薯等绿色
果蔬，喜获丰收。由于采用订单销售和电商推
销，产品供不应求，经济效益很是可观，黄财文
从抛荒地里刨出了“黄金”。

“黄财文的家庭农场办得很成功，村里去
年支持他再流转抛荒地300多亩。”大王寨村党
支部书记曹晓雄希望黄财文的农场越办越大，
带动村民一起致富。目前该村已有10多位村民
在农场稳定就业，人均年收入近2万元，加上土
地流转租金，让村民受益越来越多。另外，10多
户村民在黄财文的支持带动下，也进行土地流
转，开荒种植玉米和优质水稻等，实现了增收。

“现在大家都把荒土地看成了财富，村里
流转的土地越来越多。”黄财文介绍，他流转的
土地已近1000亩， 占了村里流转土地的一半
多。他说要和村民一道，把村里的每一寸土地
都利用起来。

爱晚亭前
水景美
4月13日上午，长沙市

岳麓山风景区， 爱晚亭前
水塘的水清澈透亮。 爱晚
亭前景观水系过去由于受
到各种外源污染， 自净能
力有限， 导致长期浑浊。3
月中旬开始， 公园管理处
启动对景观水塘的水生态
治理工程。通过清淤、微生
物增殖、曝气增氧等手段，
恢复水生态系统。目前，治
理工程已基本完工， 达到
了预期效果。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黄财文：抛荒地刨“黄金”
创业记

湖南日报4月13日讯（记者 周月桂）2017年
湖南（香港）投资贸易洽谈周（以下简称“港洽
周”）定于4月25日至29日在香港、澳门和珠三角
地区举行，由省政府主办，省商务厅承办。省政
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港洽周新闻发布会， 省商务
厅厅长徐湘平在会上发布， 我省拟在港洽周对
外发布项目500个，其中新型工业化和现代服务
业项目359个，占全部发布项目数比重71.8％。

今年“港洽周”在香港、澳门和珠三角地区
同时展开，主场地设在香港，重大活动包括高
层拜访活动、香港工商界知名人士恳谈会以及

湖南与澳门经贸交流活动。 此外，10个省直部
门将牵头举办13场专题活动，14个市州将分别
在香港或珠三角地区举办20场经贸活动。

徐湘平表示，本次“港洽周”是贯彻落实省
党代会精神、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的
第一场全省性境外经贸活动， 将着重宣传推介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
坚持引资引技引智并举，围绕“港资进湘”“港企
进湘”“湘品进港”这一主题，通过高层交流、产
业对接、项目洽谈和贸易合作等方式，促进珠三
角优势产业、市场和我省优势资源对接。

目前“港洽周”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本
次“港洽周”拟对外发布项目500个，较2016年
增加100个；总投资2.009万亿元，较2016年增
加1万多亿元。 其中新型工业化项目和现代服
务业项目合计359个， 占全部发布项目数比重
71.8%，总投资1.35万亿元，占全部项目投资比
重67.2%。拟签约省级项目160个，比上届增长
65%；项目总投资2185亿元，拟引进资金2067
亿元，分别比上届增长56.5%、50.5%。其中投资
100亿元以上的项目2个， 投资50亿元以上的
项目14个。拟签署战略合作协议20个。

2017年“港洽周”4月25日举行
拟发布项目500个，总投资逾2万亿元；拟签约省级项目160个，引进

资金2067亿元

苗乡春耕气象新
湖南日报4月13日讯 （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贺鹏）日前，隆年华实业（深圳）有
限公司、 深圳市乐信贸易有限公司等20家
外贸企业的代表，来到瓷城醴陵市考察。领
队的深圳进出口商会秘书长陈巧华说，他
们是冲着该市不久前出台的促进陶瓷产业
发展“十条政策”而来，寻找外贸合作机会。

醴陵市现有自营进出口企业265家，
去年完成进出口总额3.31亿美元。为进一
步加大陶瓷企业出口力度，前不久，该市
出台了促进陶瓷产业发展“十条政策”，并
建立了助推陶瓷产业发展专项基金，总金
额达到10亿元以上。

据介绍，“十条政策”包括积极引导陶

瓷企业统一使用醴陵区域品牌LOGO，以
不断扩大品牌影响力；对在北上广深设立
展示平台或销售窗口、面积在100平方米
以上的企业，每年给予20万元奖励；对参
加广交会的企业， 每届每个展位给予
3000元补助； 对参加中国糖酒交易会的
企业，给予每家5000元补助；对参加国际
性或境外重大展会的企业，给予其展位费
40%的补助等。

深圳进出口商会是深圳首家跨行业
的商会组织， 现有会员企业300多家。这
次考察团先后考察了湖南华联、湖南仙凤
等瓷业公司，现场观摩了醴陵釉下五彩瓷
生产过程。

醴陵出台促进瓷业发展“十条政策”
深圳20家外贸企业“登门相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