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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5月3日讯 （记者 姚学文）
“非常感谢长沙团市委，依托他们搭建的
平台， 我们公司才发展得这么快。”5月2
日， 湖南农美种苗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兰
芳动情地说。

2013年， 大学毕业的张兰芳利用父
亲研发的无土漂浮育苗技术投入创业，
道路并不平坦。2015年，她通过长沙团市
委推荐， 参加全省创业大赛， 获得二等
奖。通过大赛，公司被众多媒体推介，迅
速打开了市场，并在一年多时间内，扩展
到湖南、浙江4个基地，去年销售辣椒苗
超过1000万株，产值450多万元。

张兰芳是依托长沙团市委搭建的平
台创业成功的众多青年之一。多年来，长
沙团市委根据自身的特点， 千方百计帮
助青年创业。长沙团市委书记叶妙介绍：
“青年创业往往面临融资难、找不到合适
平台等难题，为此，我们重点做好整合资
源文章，搭建起金融服务、政策扶持、合
作对接、学习交流、创业孵化等5大平台，
近5年来直接为5081名青年提供了创业
服务。”

他们与长沙银行合作成立长沙青年
创业金融服务中心， 量身打造21种金融
产品，已累计发放创业贷款1170笔，总金

额达23.08亿元；开办解决初创企业融资
难的“长湘贷”、开通方便创业青年申请
贷款的网络贷款等金融服务， 其中网络
贷款已发放贷款4253笔，总金额达14.02
亿元。

长沙团市委还积极搭建政策学习、
专业培训、项目亮相和孵化等平台，组织
创业青年分别到北大、清华、浙大
等国内高校，以及德国、新加坡、香
港等地高校进行培训，提升创业能
力。同时，率先在全省成立长沙市
农业创业者联合会，凝聚各类创业
青年约1500人；相继建立天心区青

年文创空间、 岳麓山大学生创新创业中
心等创业园区， 免费给创业者提供孵化
服务， 仅一年就有17家企业入驻岳麓山
创新创业中心。 从事互联网金融的星火
钱包公司的研发部门，2016年入驻岳麓
山创新创业中心后，获得迅速发展，目前
已独立成为一家金融公司。

� � � �湖南日报5月3日讯（通讯员 旷昆红
易平 记者 周怀立） 在日前举行的第四
届“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启动
仪式上， 株洲高新区创业服务中心被团
中央授予“全国青年创业示范园区”牌
匾。此次，团中央共为37个单位授牌，株
洲高新区创业服务中心是这次我省唯一
获得授牌的单位。

株洲高新区创业服务中心公共服务平
台孵化面积共14.8万平方米，在孵企业186
家，其中青年创业企业167家。为支持青年
创业，该中心主动与省内外10多所高校、科
研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 搭建多种技术合
作平台，推进产、学、研结合，加速科技成果
转化， 帮助青年创办的企业与高校科研院
所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同时，该中心针对青

年特点， 借助“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
器”三级孵化平台，使“创业点子”变成“产
品项目”，最终成为“一个产业”。

在创业服务中心悉心服务下， 园区青
年创业者以每年30%以上的速度递增，其
中不少成功创业者。由年轻人创办，曾在该
中心孵化的嘉成科技公司，5年间员工从10
人增加到150人， 公司销售额年增长达到

50%， 目前已成为国内轨道交通、 移动机
械、 工业控制等领域的主要控制系统供应
商，被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去年还入
选省、市重点上市后备企业。同样在这里创
业的株洲广义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其机车
视频产品获得铁路行业最高标准CRCC铁
路产品认证； 钊告天下公益平台荣获全国
青年公益创业赛5个金奖之一。

省会农业专家援建新宁
3年增收8000万元

湖南日报5月3日讯（记者 戴勤 蒋剑平 通讯员 陈湘淼
陈国安）日前，省农科院、省农大、省蔬菜研究所等科研院所
的23位专家、教授来到新宁县，与该县30家企业负责人、48
个贫困村第一书记，共同探讨“三区”专家援建和科技扶贫

“大计”。
专家们分成茶叶开发、 脐橙开发、 科技扶贫服务3个团

队，深入崀峰茶业公司、“宝丰农业”无病毒种苗基地、黄金乡
百宝村、黄龙镇粗石村等地，开展考察调研及茶叶种植、特色
种养等技术培训。

据了解，2014年以来，已有66名省级科研院所专家来到新
宁县进行援建。 专家们围绕该县资源优势，对茶叶、脐橙、中药
材、农产品加工等特色产业进行研究，先后帮助该县“新宁县茶
叶开发与利用”“名贵药材白芨种植及示范” 等近10个项目完
成省级立项，并建立了“公司（合作社）+基地+专家+农户”科技
服务模式，促进当地形成茶叶、中药材、脐橙、竹狸、甲鱼等“一
企一社一品”的产业特色，为农民拓宽了致富路。

新宁县教育科技局局长伍贤耀介绍， 据不完全统计，在
省里专家的指导下，2014年至今全县新增优质茶叶3000亩、
优质脐橙10000亩、中药材12000亩，为受援建企业和贫困户
增加收入8000万元。 今年，专家们进一步加大援建力度，除
致力服务新宁企业外， 将帮助全县40%的贫困村各培育1个
以上特色产业，助力贫困户脱贫。

跨省偷盗香芋近万公斤
江永抓获一家族盗窃团伙

湖南日报5月3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章澜 汪兴变）今
天，记者从永州市公安局获悉，该市江永县公安局破获一个跨省
盗窃香芋的犯罪团伙， 抓获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籍犯罪嫌疑
人3人，当场缴获被盗香芋1000公斤，面包车一辆。

今年3月以来，江永县桃川派出所辖区内，发生多起香芋
被盗案。接报后，桃川派出所锁定了两台外省作案车辆。5月1
日凌晨3时，该盗窃团伙在桃川镇上洞村田间盗得香芋后，绕
道离开，被布控的桃川派出所民警拦截。该盗窃团伙驾车将
上前拦截的民警拖行10余米后，被增援的民警截停。

据3名犯罪嫌疑人交代，他们是一个家族犯罪团伙。作案
时，该团伙下午从广西贺州驾车到达江永后，先到处踩点。晚
上10时后，到香芋田里作案，得手后连夜逃回广西，以8元/公
斤左右的价格，将香芋卖掉。今年以来，该团伙在江永县桃川
镇、源口瑶族乡、夏层铺镇等地作案10余起，累计盗窃香芋近
1万公斤。

中国流动科技馆
桃江巡展设公园

湖南日报5月3日讯 （通讯员 罗中华
杨雪群 记者 杨军）5月3日，桃江县林业局
70岁的退休干部姜孝林， 走进中国流动科
技馆湖南巡展桃江站， 一边参观一边说：

“真想不到，桃江居然出了这么多院士和飞
行员！”

过去，流动科技馆一般设在学校，面向
中小学生，普通百姓参与度不高。今年，桃
江县科协改变往年做法， 把流动科技馆设
在人员流动多的沿江风光带的公园里。在
展馆内容布置方面， 除展出配置的近70台
（套）科普设备外，还增加了许多自选内容，
包括核电科普知识、益阳籍“两院”院士简
介、桃江早期飞行员培训基地业绩等。这些
内容通过图片和动画显示， 通俗易懂接地
气，颇受人欢迎。据统计，自3月16日科技馆
启动至5月3日，前来参观者超过5万人。

湖南日报记者 彭业忠 通讯员 杨震

飘飞着的毛毛细雨， 未能阻止苗
家人对农历四月初八的激情，吉首、花
垣、凤凰和保靖4县市交界之地十里八
乡的苗家人， 就朝着吉首市矮寨镇坪
朗村汇聚。 纯苗族聚居的吉首市矮寨
镇坪朗村前，是一片开阔空旷的沙滩，
干净整洁的鹅卵石上， 密密麻麻簇拥
着的，是穿着盛装的苗家人，沙滩是最
好的看台，其实也是最好的舞台。

5月3日， 苗家人传统的四月八活
动，就在坪朗村正式上演了。

高潮从一开始就到来了， 祭祀天
地、祖先和民族英雄的场面，浩大而庄
严，50名着红衣和青衣的法师，排成两

队，在唢呐声、锣鼓声和甲马号声的引
领下，从沙滩上走向祭台。他们吹着牛
角号，舞着摇铃，敲着竹梆，个个神情
专注。

他们年龄最大的法师，已87岁，而
年龄最小的法师，只有15岁，苗族文化
代代有传人。

苗家四月八， 又称跳花跳月———唱
歌跳舞，年轻人在此期间，就可寻找自己
的意中人。台上，来自吉首市各个乡镇的
苗族同胞们，在唱歌跳舞。

台下年轻人，则有了另一番风景。
三五成群，徜徉、踌躇、徘徊。旺盛的激
情躁动起炽烈的青春。苗家男儿们，各
自用尽心神， 去捕捉每一个撩人的波
光。一旦从某一双眸子里，攫住那一线

神秘的意向， 便可走过去， 大胆地邀
约。姑娘心领而神会，抿嘴露出些许的
羞涩。

四月八这一民俗活动， 又被称为
“东方的情人节”， 由吉首市申报，于
2011年正式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

据吉首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
龚迎春介绍，吉首市注重打造苗族文化
节庆活动品牌，从而带动旅游产业的发
展， 实现文化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每
年举行的吉首苗族鼓文化节，不仅成了
全省的三大民族节庆活动， 苗族四月
八、乾州春会、矮寨的百狮会、丹青的清
明歌会、排绸的调年节，都成了引领乡
村旅游发展的“产业引擎”。

� � � � 湖南日报5月3日讯 （记者 戴勤
蒋剑平 通讯员 郑丹梅 陈程） 苗鼓敲
起来，苗歌唱起来，苗舞跳起来……5
月2日晚， 绥宁县民族体育馆人山人
海，热闹非凡。2017年绥宁苗族四月八
姑娘节开幕式文艺晚会在这里举行，
各地游客与当地群众欢聚在一起，共
庆佳节。

本届绥宁苗族四月八姑娘节以
“神奇绿洲，美丽姑娘”为主题，聚焦精

准扶贫，传承民俗文化。开幕式文艺晚
会节目分为《春天的节日》《春天的故
事》《春天的祝福》3大篇章。《黄桑姑娘》
《苗山妹》 等11个原汁原味的本土节
目，将晚会一次次推向高潮，让观众在
享受音乐盛宴的同时， 深切感受到绥
宁的迷人风情。

特别是《春天的故事》篇章，突出脱
贫攻坚，反映时代精神。其中诗朗诵节
目《破冰之旅》，为大家描绘出绥宁绿洲

大地一幅幅脱贫攻坚的生动画卷；黄
桑坝那民俗表演队表演的情景剧《坝
那啷啷嘞》， 向大家呈现了“旅游+扶
贫”给偏远苗寨带来的崭新变化……

据绥宁四月八姑娘节主办方介
绍，本届姑娘节将持续到5月5日，除开
幕式文艺晚会外， 还将陆续举办姑娘
宴、 湘西南土货节暨精准扶贫商品展、
民间趣味体育竞技、 民间抬故事大会、
坝那部落民俗展演等活动。

“劳动是最体面的事”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彭金辉

“江妈妈，您不休息啊？”4月30日8时许，岳阳市强制隔
离戒毒所民警任杰值完晚班回宿舍， 见所内环卫工江青秀
还在清扫院内落叶。“所里正在创建文明单位， 得时刻保持
清洁。”江青秀笑着说。

江青秀今年62岁， 女儿李美、 女婿罗韧都是戒毒所民
警。本该享清福的她，为何还要做环卫工？“老伴去世前是公
安民警， 女儿女婿也是警察； 跟穿警服的人生活了大半辈
子，我对警服有感情。”江青秀说。

老伴去世1年多后，拗不过女儿三番五次请求，江青秀
于去年9月跟孩子们住到了一块。每天孩子们上班后，她只
能看看电视、在院子里走走，饭也是在食堂吃。

女儿女婿给的“清闲”生活，让江青秀感到不适。
去年10月， 戒毒所一纸“招聘公告” 让江青秀有了主

意———她对“卫生清扫员”职位动了心。
“美美，我想应聘到所里搞卫生，好不？”江青秀跟女儿

商量。“这不是您做的事， 风一吹， 满地树叶， 扫都扫不过
来。”李美一口回绝了。

江青秀对女儿女婿说，“劳动是最体面的事！ 打扫卫生
还能锻炼身体。”

孩子们何尝不知道老人家的意图？母亲劳动惯了，没事
呆不惯；又怕长久下去会给他们添负担。去年11月，江青秀
开始上岗。晴天一顶草帽，雨天一身雨衣，打扫卫生风雨无
阻。

每天早中晚3个时段，是江青秀最忙的时候。她推着斗
车、拿着扫把干活，不放过一片树叶、一个烟头。除了保洁，
她还会在下雨前或傍晚收收民警晾晒的衣服被子， 为来戒
毒所办事的人指指路……

“没想到江妈妈能将院内保持得这么干净。”民警李剑
一有空就帮着江青秀拖拖斗车，“江妈妈令人敬重。”

江青秀劳动的身影，成了戒毒所机关一道别样的风景。

永州：青年志愿者活跃城乡
湖南日报5月3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

员 刘思宁）斑马线上，戴红袖章的青年志愿
者扶老人、小孩过马路。农村大地，青年志愿
者走村串户，义务宣传文明新风……5月的永
州市城乡大地， 处处可见该市青年志愿者传
播着文明新风的身影。近年，永州青年志愿者
主动组织交通义务劝导队、 乡村文明新风宣
传队等，走进车站码头等公共场所，义务疏导
交通，帮助老人小孩等，身体力行引导大家文
明出行、遵守社会公德。目前，永州市11个县
区，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县城1个，8个县区成为
省级文明县城。

长沙火车南站：
获评“全国青年文明号”

湖南日报5月3日讯 （记者 姚学文 通
讯员 赵灿）“五四”前夕，一则喜讯传来：“全
国青年文明号”评选揭晓，长沙火车南站地
区综管办榜上有名。以前，因为高铁是新生
事物， 长沙火车南站因为管理和服务没到
位，综管办曾被黄牌警告。短短几年，这里由
后进变先进，2014年、2015年、2016年，旅客
对长沙火车南站地区的满意度超过95%，该
单位还获得“全省春运工作先进单位”“长沙
市先进基层党组织”“长沙市文明单位”等一
系列荣誉。

岳麓区：表彰“创业之星”
湖南日报5月3日讯 （记者 李治 通讯员

贺小艳 王城长）长沙市岳麓区今天表彰“岳
麓创业之星”。在纪念建团95周年暨岳麓青年
服务产业发展动员大会上， 五八众创创业投
资合伙人兼CEO吴阔等10人获此殊荣， 其中
包括徐良义、谭登科和周果等3位在读大学生
或研究生。近年来，岳麓区出台了一系列惠及
创新创业者的政策， 如给予符合条件的创客
空间一次性场地装修和设备购置费用补贴30
万元等。今年，还将启动“麓山杯”大学生创新
创业挑战赛，编制青年创业服务手册，指导大
学生创新创业。

5大平台激发青年创业热情
长沙团市委近5年来直接为5081名青年提供了创业服务

三级孵化平台成创业“推手”
株洲高新区创业服务中心获评全国青年创业示范园区

欢乐姑娘节 喜奏脱贫曲
绥宁苗族四月八姑娘节精彩开幕

苗家四月八 阿哥“撩”妹来

� � � �湖南日报5月3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
讯员 曾翔 胡寒蕾）“没想到依法经营、诚
信纳税，还可以获得‘税银贷’贷款。”5月2
日， 永兴县一家冶炼企业负责人在获得

500万元“税银贷”贷款后，高兴地说。今年
来，为支持地方经济发展，永兴与当地银
行合作，推出“税银贷”项目，由商业银行
根据税务部门提供的企业纳税信用等级

评定结果， 向企业提供最高授信额度达
5000万元、 无抵押授信额度最高达1000
万元的信贷支持。至4月底，已有13家企业
通过“税银贷”，获得贷款4000余万元。

新闻集装

永兴“税银贷”为企业融资

� � � � 5月3日，吉首市矮寨镇坪朗村，苗家青年在抢鸭子。当天，该市举行苗族四月八活动，苗族同胞身着
盛装，参加打苗鼓、唱山歌、上刀梯、踩高脚马、抢鸭子等传统民俗活动，欢乐开怀。 姚方 摄抢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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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2855 1040 296920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2241 173 387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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