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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邓永松

一个磁芯零部件，不到2厘米长，每完成
一道沾胶、插角工序，熟手只需5秒，而65岁的
何云翠要用半分钟。

手脚慢，但何云翠不在意。车间开工3天，
她每天照来不误。她说：“家门口有厂，自讨生
活，不要儿孙养。”

贫困户粟爱妹也不愿落下这样的好事。
这两天收完油菜籽，5月24日一早赶去上工。
“以前农闲没事，现在‘扶贫车间’进村，打工
拿钱，脱贫有盼头。”

何云翠、粟爱妹打工的“扶贫车间”，设在
沅陵县明溪口镇大岩头村。

大岩头村是县重点扶贫村， 当地曾有山
歌这样描述：“田少石头多，鸟过屎不屙。砍柴

讨生活，穷娃一大窝。”
“村集体与贫困户合股， 在稻田里养过

鱼，因为产量低，最后失败收场。也发动贫困
户养过猪，但效益不好。”村支书李统银说，村
里一直找不到好的脱贫办法。

脱贫攻坚路上，企业不愿掉队。今年3月，
沅陵县工业园管委会与大岩头村结成扶贫对
子，提出“把工业车间搬进村”。这个脱贫措施
一端出，村里人眼睛一亮，期待好戏登场。

找企业，筹资金，买设备，腾场地，两个月
下来， 沅陵工业园入园企业辰州高科第一个
进村“扶贫车间”，正式落户大岩头村。

记者看到，车间设在村部两间空房，一台
烘干机，两个工作台面，女工每人面前一摊电
子零部件， 厂里派来的师傅在旁边手把手指
导。

“现在是培训阶段，一个月后变熟工，每
人每月可拿1500元以上工资。”驻村扶贫工作
队队长向仁健介绍， 首批上岗的12人中，5人
是贫困户。

有活干，有收入，贫困村民脱贫有望，李
统银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他告诉记者，这个车
间可增加到20人，如果满员上岗，村集体经济
一年可收入2万元。

工业车间办进村， 园区管委会和企业是
功臣。 向仁健说， 这次买设备是两家“掏腰
包”，准备在村里再办2个车间，争取贫困户就
业过100人。

“‘扶贫车间’办进村，这个点子入法(沅陵
话‘很好’)。企业既为脱贫攻坚出了力，又解决
了用工问题，值得推广。”沅陵县委书记钦代
寿说。

岳阳市岳阳楼区郭镇乡建中村 赵凯华

我今年38岁，是村里建档立卡贫困户。这
几天， 扶贫干部来家里帮忙， 我新开垦了菜
地 ，忙着覆土 、施肥 、搭架 。乡下的蔬菜受欢
迎，我就想多种点菜卖出去。

去年来，我家发生了很大变化，一家三口
搬进了新楼房，患病的老婆有了低保，小孩获
得教育助学基金资助，我进了乡卫生院工作，
有了稳定收入。 做梦都没想到， 我这个脱贫
“老大难”，政府先帮建房、再帮就业 ，脱贫变
得不再难。

以前，我家住在年久失修的房子里，没有
经济来源，盖新房子想都不敢想。我读书少又

没好手艺，只能在附近砖厂打零工，一年到头
赚不到几个钱。全家就靠我，孩子正是长身体
的时候，需要营养，家人要吃肉，只能找肉摊
老板赊账。

去年初，区里领导来我家了解情况，刚好
碰到下大雨，聊着聊着屋顶上就开始滴水。我
要他们坐到床边上躲躲雨，只听一个领导说：
“这样的房子还怎么住得人？要赶紧想办法建
一栋新的。”这位领导说出了我的心声 ，我们
一家做梦都想换个好点的房子，不说楼房，不
漏雨就知足了。

我以为领导只是随口说说， 没想到过了
不久，区委书记主动上门，说是“点对点”帮扶
我，又邀请爱心企业家到我家，帮助建房。

扶贫干部总能带来惊喜 。去年4月 ，乡政
府把我和60多名贫困村民请到一起， 给我们
培训。有的参加厨师培训，学成后开农家乐 ；
有的学养殖， 回家养猪养鸡……免费学了40
多天。随后，区人社局将招聘会开到了我家门
口，我居然在乡卫生院找到了工作，每月工资
1500元，比在砖厂搬砖要多一倍呢。

去年底，我们全家住进了新楼房，村里邻
居来道喜，都说漂亮赛洋房。工作之余 ，我在
家种点菜。扶贫干部知道了，经常带些蔬菜种
子，还教我怎么科学种菜，又引荐老板上门收
购。去年，我家靠种菜就赚了近1万元。

（湖南日报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吴鹏翔
龚卓 整理）

陈淦璋

5月20日出台的长沙楼市调控新政，行
文不长却字字如刀 ，宣告 “限购 、限贷 、限
价、限卖”政策全部落地。

新政甫一出台， 次日就有楼盘出现开
盘价每平方米低于此前预期千余元， 接着
又有房产中介行业或现“关店潮”的消息，
再伴随着“房价越调越涨”的论调，各路消
息林林总总，难免让人莫衷一是。

后市将如何走？
从供求关系的角度分析， 或许有利于

廓清迷雾、看透本质。
“5·20新政”提出的“长沙户籍家庭限

购两套”“非长沙户籍家庭限购一套， 且需
连续缴纳1年以上社保或个税” 等举措，将
相当部分购买力挡在了门外， 让成交量下
滑成为大概率事件。 非长沙户籍的省内购
房者，已经占到长沙楼市的一半左右。

由此，今年以来“N个人抢一套房子 ”

的紧张局面会有所缓解，炒卖房号、价外加
价等市场乱象将失去土壤。

但指望新政引发“降价潮”，显然不具
备基础。

且看供给层面： 其一， 去年以来的供
销两旺， 让长沙商品住宅去化周期大幅下
降，按业内的说法是“库存已经不多了”。最
近新上市房源的开盘去化都超过九成。 其
二， 长沙近3年来连续收紧土地供应，“面
粉”太少，“面包”供应跟不上。公开数据显
示 ， 去年长沙内 5区住宅用地供应规模
200.88公顷， 相比2015年的356公顷又下降
了56%。

目前来看 ，长沙楼市 “限购 、限贷 、限
价、限卖”政策不会放松，买卖双方将在限
制措施下推货和购房。 而供求关系会慢慢
趋于平衡，房价总体上以稳为主。当然，如
果货币信贷政策在下半年适度收紧， 出现
了加息或加息预期， 则势必对楼市造成较
大打击，拉动市场继续下行。

孟姣燕

过去一年，是长沙楼市最躁动的一年。
从2016年4月“湘十条”促楼市去库存，到近
期“5·20”史上最严限购限售令，可谓风声
鹤唳。

当“日光盘”、内部认购、二手房疯涨的
现实不断上演的时候， 习惯于多年横盘的
长沙市民怎么也没想到， 去年金九银十只
是长沙楼市行情的一个前奏，今年3月才是
高潮。

尽管政府采取了 “长七条”“3·18限购
限贷新政”等一系列调控措施，但出于多种
原因，楼市仍未回归理性，炒房现象依旧存
在。 成绩单更是烫手：3月长沙内五区商品
住宅成交均价9624元/㎡， 环比上涨7.6%，
同比上涨40.6%；4月二手房均价8714元/㎡，
环比上涨2.62% ，同比上涨35.88%。

不得不说，长沙房价是洼地众所周知。
商品价格通常是对其价值的体现， 坐拥中
部六省省会城市经济总量第二，人均GDP

榜首的 “光环 ”，长沙此轮房价上涨 ，实现
“价值回补”也可以理解。

市场有多么疯狂，调控就有多么猛烈。
相较“3·18新政”，“5·20新政”不仅将二手
房全面纳入限购，“本市户籍二套以上”也
限购了，“非长户籍首套” 也限购了，“两年
限卖”更像枚深水炸弹。

当然，有人欢喜有人忧。此次加码，实
际上是保刚需、限投机、保市内、限市外，通
过更精准的调控方式， 把投机者和炒房客
挡在门外。

事实上，楼市调控的落脚点，是稳定，
平稳增长符合各方利益。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房子是
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要求回归住房
居住属性。从去年9月至今，全国已有超过
55个城市发布了各种调控政策160多次。调
控力度之大，超过了以往，而它的“药效”可
能远超想象。

期待“5·20新政”，能促进长沙房地产
市场更加理性、健康发展。

精准扶贫 在三湘
扶贫故事

精准扶贫 在三湘
百姓口述

“扶贫车间”进村来

住进楼房上了岗

湖南日报5月25日讯 （记者 张尚武 通
讯员 彭舒婷） 湖南农村创业创新项目创意
大赛今天在宁乡县举行，新晃清源药业公司
的万亩黄精基地建设及产业链开发、 娄底
“味菇坊” 珍稀食用菌产业园两个创业创新
项目获得一等奖。

推进农村创业创新， 省农委于今年3月
启动“双创”项目创意大赛。2个多月来，经过
前期筛选、中期培训、后期辅导，在70个参赛
项目中选出40个优质农业项目，参加今天的
最终角逐。选手们围绕创业创新主题，全面
介绍和现场演示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

模式。龙雨百合开出鲜花，每枝卖到10元；米
粉做的饺子，带富一方百姓；青脚土鸡、智慧
桑蚕，为农业注入新活力；“老农快线”探索
“互联网+农业”，新业态破解农产品卖难。经
过专家评审，现场决出“创意十佳”，其中一
等奖2个、二等奖3个、三等奖5个。

省农委总农艺师唐建初在颁奖仪式上
致辞时称，农民创业创新不容易，各级农业
部门要做好政策引导， 建立服务农民创业
创新的持续机制，倾力帮扶农村“双创”项
目健康发展， 推动精准扶贫， 实现富民增
收。

� � � �湖南日报5月25日讯（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谭萍）端午假期期间，湖南整体天气较好，前
晴后雨。气象部门建议公众根据天气预报，提
前合理安排好出行， 预计30日至31日湘中以
北局部大到暴雨，6月1日湘南局部暴雨。节日
返程期间，注意道路交通安全。

据省气象台天气预报，29日晚至6月1日
我省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26日至29日白天
多云间晴天为主；29日晚至6月1日降雨过程
伴有雷电、短时强降雨等对流天气，主要降雨
时段在30日至31日，湘中以北降雨较明显，局
部有大到暴雨。气温方面，由于近期没有明显
的冷空气影响，湖南的气温会逐步上升，预计
27日至29号，最高温将上升至33摄氏度左右，
请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

� � � � 湖南日报5月25日讯 （记者 熊远帆
通讯员 黄姿）荒废的工地、高耸的围墙，城
市中“围而未建”的闲置地块严重影响城市
环境，成为一块“伤疤”。今天，记者在长沙
经开区看到，该区利用“微地形”将闲置地
进行拆围复绿，在缓解片区停车难的同时，
将“伤疤”打造成了新景观。

位于长沙经开区东六线以东、 人民
路以南的一个闲置地块， 过去用围墙围
起，里面满是垃圾和渣土。现在，路边已
种上新绿， 高低起伏的坡地上栽种了一
排排夹竹桃，还有桂花树、石楠、日本晚
樱等。这里拆围复绿采用了“微地形”，即
利用地势将土坡与旁边的路面改造成高

度不一的自然围墙，让视线隔断，并实施
简单复绿，以草皮为主，栽种夹竹桃等成
本低廉的植物，适当点缀乔木，达到疏密
有致、控制成本的效果。此外，“微地形”
起伏的地势也让过去一些违规施工作业
车辆无法将渣土倾倒在空地上。 而整理
出来的空地也将出租给企业或物流公司
停放车辆。

记者了解到，在长沙市展开的“围而未
建”专项整治行动中，长沙经开区已拆除围
墙1.18万米，营造“微地形”约8.5万平方
米，剩余部分将在6月15日前全部完成。整
理好的地块将采取市场竞价的形式对外出
租，建设生态停车场等。

长沙楼市调控新政难引“降价潮”

期待楼市回归理性

“微地形”扮靓城市闲置地块
长沙经开区“围而未建”专项整治行动营造8.5万平方米“微地形”

端午假期前晴后雨
27日至29日最高温将近33摄氏度

� � � � 湖南日报5月25日讯 （陈永刚 陈新）
为减少空气污染，长沙市逐步使用新能源公
交车。今天，记者从该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
目前长沙市共有公交车6287台， 其中油电
混合和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5080辆，占
80.8%。相比燃油车，使用这些新能源公交
车，一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近1.7万吨。

2009年，长沙市被列为全国新能源车
推广示范城市，2012年又成为首批“公交
都市”建设示范城市。从2009年起，该市开

始购买使用新能源公交车， 逐步淘汰老式
燃油车。据统计，一辆柴油公交车百公里油
耗约35升， 排放二氧化碳约92.05公斤，而
混合动力车百公里油耗比柴油公交车减少
排放约三分之一， 纯电动车更做到了零排
放，节能减排贡献巨大。

长沙市交通运输局运输处处长雷毅华
介绍，该市今后新增及更换的公交车将使用
新能源车。到2020年底，长沙市公交车将全
部使用新能源车，其中纯电动车占50%。

长沙新能源车占公交车八成
年减排二氧化碳近1.7万吨

� � � � 湖南日报5月25日讯（记者 谢璐 通讯员
陈柄丞）今天，国家级望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举
行长沙智能制造产业小镇招商推介暨重大项
目集中签约仪式，现场集中签约21个项目，总
投资达188.9亿元。

据了解， 此次签约项目主要为智能制

造项目，涉及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食
品加工等领域。 其中最大项目是长沙亿达
智造小镇， 由亿达中国控股有限公司投资
建设，项目总投资100亿元，规划占地3410
亩。小镇按照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共融”
理念和4A级工业旅游景区标准建设， 借鉴

德国产业小城镇集群模式， 打造一个产业
聚集的空间形态，在企业合作、技术转化、
人才培训等方面为各入驻企业提供专业
化、高效率、低成本的共享服务平台，做到
“小城镇有大产业”。

“此次签约的项目，均在长沙智能制造产
业小镇范围。”望城区委副书记、望城经开区
党工委书记张毅介绍， 该小镇位于金星大道
以北、望京路以南、望城大道以西、黄桥大道
以东，整体规划面积8平方公里，是望城经开
区未来5到8年重点发展区域。

望城经开区集中签约21个重大项目
长沙亿达智造小镇项目总投资100亿元

� � � � 湖南日报5月25日讯（李寒露 林松 姚麟
恒）5月25日， 常德市在柳叶湖旅游度假区环
湖路主会场， 举行柳叶湖大唐司马旅游文化
综合体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暨二季度全市重点
建设项目集中开工仪式。除主会场外，该市各

区县市设分会场， 分别举行重点建设项目集
中开工仪式。 全市此次共集中开工重点建设
项目45个，总投资176.9亿元。

当天开工的大唐司马旅游文化综合体项
目总投资17亿元，计划2018年12月建成开街，

将成为柳叶湖旅游又一新亮点。 此次集中开
工的项目，还有渔樵村禾田居国际度假酒店、
穿紫河东段水系综合治理-驳岸风光带建设、
丹溪路建设、津市人民医院改扩建等，其中产
业项目14个、基础设施项目22个、民生项目9
个。

今年来， 常德市各级各部门千方百计引
项目，全力以赴扩投资。前4个月，全市500个
重点建设项目累计完成投资370.1亿元，占年
计划的28.2%，同比增加41亿元。

常德45个重点建设项目集中开工
总投资176.9亿元

谈经论市

�荨荨（紧接1版） 她强调，要加强理想信念教
育，深入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强化文化引领
和法治保障，在持续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建设、打牢共同思想基础上发挥更大
作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顺
应时代发展和群众期待，以建设“三个城
市”为目标，深化文明城市创建；以美丽乡
村建设为主题，深化文明村镇创建；以窗口
行业为重点，深化文明单位创建；以家庭、
家教、家风建设为抓手，深化文明家庭创
建； 以立德树人为宗旨， 深化文明校园创
建， 在提升全省文明程度上实现更大作为。
要强化责任落实，动员各方参与，注重队伍

建设，着力改革创新，在加强组织领导、推动
精神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上形成更大合力。

蔡振红指出， 当前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要努力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社
会氛围。要紧密结合本地部门工作实际，切
实把各项工作任务抓紧抓实，抓出成效。要
找准关键点，突破点，结合点和着力点，提
高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科学化水平。

会议表彰了湖南省第三批全国学雷锋
活动示范点、 岗位学雷锋标兵，2016届湖
南省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行业、文明
单位、文明标兵单位、文明家庭。7名受表彰
代表作了交流发言。

� � � �湖南日报5月25日讯 （记者 李伟锋）
今天下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出通知，决定
自5月25日24时起， 汽油每吨上调140元，
柴油每吨上调135元。 这也是今年国内成
品油价格第四次上调。

按照吨升比测算到我省，各类成品油零售
价分别为：92#汽油6.31元/升，上调0.11元/升；

95#汽油6.71元/升，上调0.12元/升；0#普通
柴油6.01元/升，上调0.12元/升。

今年以来，我国已经历十轮成品油调价
周期，成品油调价目前呈现“四涨四跌两搁
浅”的格局。整体来看，今年汽油价格每吨累
计下调了175元， 柴油价格每吨累计下调了
165元。

成品油迎今年第四次上调
92#汽油每升上调0.11元；95#汽油、0#普通柴油每升均上调0.12元

湖南农业项目
遴选“创意十佳”

将参加全国农村创业创新项目创意大赛

地铁施工
安全先行

5月24日，长沙地铁
5号线潘龙站———湘龙
站区间， 施工人员头戴
安全帽在进行管片姿态
人工测量。当天，中建五
局2017年安全生产月活
动在潘龙站启动。 安全
生产月期间， 该公司将
开展安全警示教育、应
急预案演练和培训、隐
患排查治理等一系列活
动， 以全面落实安全责
任，普及安全知识，实现
安全生产形势的长期稳
定。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栾格格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