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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8月1日讯 （记者 黄
利飞） 进入8月， 沪深两市迎来中
报密集披露期。 目前湖南已有6家
上市公司公布了今年上半年业绩
报表，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
公司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1321万元、 同比增长145.7%，
暂时拔得头筹。 其他公司多数在8
月下旬披露中报。

在已披露半年度业绩预告的
65家湖南上市公司中， 预计业绩
同比增长的公司有40家， 占比约
61.5%； 预计业绩同比下滑及业绩
亏损的公司22家， 占比约33.8%；

业绩变动幅度介于正负之间的有3
家。

在40家业绩预计增长的公司
中， 中联重科、 华菱钢铁扭亏为
盈， 五矿资本股份有限公司大幅
增长， 长沙开元仪器股份有限公
司预计今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股
东的净利润为5480万元至5630万
元， 比上年同期504万元约上升
986.72%至1016.47%， 业绩增长
幅度位于前列。

根据公告， 中联重科业绩变
动的主要原因是工程机械板块的
营业收入， 较去年同期增长约

80%； 同时出售长沙中联重科环
境产业有限公司控股权， 获得了
91.31亿元税前利润。 华菱钢铁业
绩好转受益于钢铁行业经营形势
好转， 以及公司降本提质增效取
得了积极进展。 五矿资本和开元
股份去年完成资产并购重组， 今
年报表的调整或合并， 带来了业
绩的大幅增长。

预计业绩实现高增长的还有
岳阳林纸， 上半年将实现净利润
7500万元至8500万元， 同比增长
450%至523%； 山河智能业绩将同
比增长至少350%， 湘潭电化、 湖

南黄金、 旗滨集团、 千山药机、
唐人神， 皆预计今年上半年的利
润同比翻番。

在22家业绩预降及亏损的公
司中， 以生猪养殖和生猪贸易为
主业的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
业绩预降幅度最大， 去年上半年
实现利润1.42亿元， 今年上半年
受生猪价格下降影响， 预计最高
利润额5250万元， 即至少同比下
降171%。 华天酒店预亏额最大，
将亏损9000万元至1.1亿元， 较去
年同期亏损额增加， 原因是公司
地产业收入同比减少。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已经到了大暑的第三候、 三伏
的最中间， 酷暑应是气势鼎盛。 夜
晚大雨骤至， 一缕凉意， 爬进了密
不透风的三伏天， 一点点瓦解高温
的势力。

暑气已斟满

这是一年中气温最高的时候，
早几天， 省气象台宣布， 7月27日为
今年以来最热的一天， 整个长江中
下游地区， 高温都达到鼎盛。

大暑三伏天， 万物生发到极致，
一切都是浓墨重彩的， 暑气煊赫，
蝉声嚣响， 果实在高温里发酵， 肌
肤晒成蜜色， 渗出一颗颗汗珠……
紫薇和夹竹桃越热越艳丽， 在高温
中神采奕奕， 毫无疲态； 阔叶麦冬
也在此时开花， 却是含蓄的紫色；
纤柔的牵牛绕上竹篱 ， 有婉约的

“中式” 美。
这个时节最好的是早晨和夜晚。

早晨5时出门， 露水未散， 天地清
朗， 蝉声是悠扬的， 不带噪意， 不
到6时， 暑气便已经上来了。 夜里，
山间乡下， 有琥珀色的月光、 璀璨
的银河， 流萤与童谣飞舞。 又或者
寻一处夜宵摊， 一杯啤酒、 一盘烧
烤， 是烟火升腾的市井仲夏夜。

漫长的白日， 困在空调房中，
想念古人那一份自由自在的清凉：

“清湘帘竹簟， 藤枕石床” “眼前无
长物， 窗下有清风” “经书聊枕籍，
瓜李漫浮沉”， 伏天里读来， 如饮冰
雪。

此时正值三伏里最热的中伏，
“伏” 表示阴气受阳气所迫藏伏在地
下的意思。 天气太热， 很多时候我
们都难以意识到， 大暑已然是夏天

最后一个节气。 暑气斟满之日， 也
是阳气渐撤之时。 大暑时节， 正是
季节盛极而衰的分水岭。

夏雨如赦书

三伏天里， 给高温解围的常常
是台风。

这几天， 台风携雨而来， 对着滚
烫的大地吹了一大口凉气。 清人张潮
说“春雨如恩诏，夏雨如赦书”，在炎炎
三伏天， 得一场大雨， 确实是免了一
场苦刑。

“黑云翻墨未遮山， 白雨跳珠
乱入船。 卷地风来忽吹散， 望湖楼
下水如天。” 苏东坡的夏雨酣畅淋
漓。 “惊风乱飐芙蓉水， 密雨斜侵
薜荔墙。” 柳宗元的这场疾风骤雨声
势浩大。

对于湖南来说， 伏天的雨是极
为珍贵的。 湖南的夏季在副热带高
压的控制下， 天气酷热， 降雨集中
在主汛期4月至6月， 而7月至9月天
气晴热少雨， 其间全省平均降水量
不到雨季降水量的一半， 加之温高
暑热， 蒸发强盛， 常常发生干旱。
此时， 南方喜温的水稻、 棉花生长
正旺盛， 对水分的要求迫切， 因此
有“小暑雨如银， 大暑雨如金” 之
说。

眼下， 台风影响行将结束， 而
长夏并未终结， 高温仍会重来， 只
是空气里必定有什么已经改变。 大
暑三候： 一候腐草为萤， 二候土润
溽暑， 三候大雨时行。 到了大暑后
期， 每一场大雨之后， 大地的燥热
都会悄然减弱一分， 天气开始向立
秋过渡， 此为“三候大雨时行”。

雨后的天空很美， 尤其是傍晚，
晚霞如醉， 光线通透， 树叶上滴着
水， 一切都鲜活灵动起来。

月桂聊天
———湖湘自然笔记

土润溽暑，大雨时行

� � � �湖南日报8月1日讯（记者 雷鸿涛
通讯员 周圣华 刘辉霞）“黔阳黄桃个
大、味美、香脆甜。 游客朋友来洪江市
了， 建议带一箱回去与亲朋好友分享
美味。 ”7月29日，洪江市委副书记、市
长张龚品尝后，微笑着为黔阳黄桃“代
言”。 当天，洪江市·黔阳黄桃采摘节在
黔城镇桃源村举行。

桃源村是黔城镇黄桃的主产区，
是国家级乡村旅游扶贫示范村。 活动
现场，贫困户詹容脸上洋溢着丰收的
喜悦。 今年，他家黄桃收成预计有近
5000公斤， 收益六七万元不成问题。
黔阳黄桃成了他的“致富果”。

黔阳黄桃又称高山黄桃，现洪江
市20个乡镇均有黄桃栽培，2016年黄

桃总产值1.4亿元。 其中，桃源村种植
黄桃1300余亩，每年的鲜桃产量在75
万公斤左右， 广大桃农因种植黄桃而
脱贫致富。

张龚对记者说：“洪江市举办此次
黔阳黄桃采摘节，就是要以果为媒，以
节会友，让更多的朋友走进洪江、了解
洪江、投资洪江，让果农丰收的果实尽
快变为真金白银。 ”

在采摘节现场，记者注意到，淘宝
等电商在农村已经不是稀罕事了。 桃
源村的黄晓梅， 大学毕业后开了一家
名为“甜园姑娘”的淘宝店，专门帮助
老百姓将特色优质农产品销售走出山
门。“今年我已经通过网络卖了5000
多公斤黔阳黄桃。 ”她说。

黔阳黄桃采摘节举行

超六成湘股上半年业绩飘红
中联重科、华菱钢铁扭亏为盈，开元股份预计增长986.7%以上

� � � � 湖南日报8月1日讯 （通讯员 罗
颖 记者 戴 鹏 ） “炎陵黄桃上市
咯……” 7月28日上午， 伴随着人群
的欢呼声和黄桃山上撼山大鼓 ，
“2017年湖南炎陵黄桃大会” 正式拉
开帷幕。 记者获悉， 炎陵黄桃今年再
丰收， 预计总产量可达7500吨， 产
值2.8亿元。

炎陵县被评为“中国优质黄桃之
乡”。 该县种植的黄桃近年来深受消
费者青睐，被誉为“湖南优质水果”，通
过国家“绿色食品”认证。 2016年，炎
陵黄桃再添华彩，成功注册为国家地
理标志证明商标，作为株洲地区唯一
农产品成功获评“湖南十大农业品
牌”。 此外，为了让消费者吃到正宗的
炎陵黄桃，该县自去年开始推行建设
农产品质量安全防伪溯源平台，消费
者只需要通过扫描贴在黄桃上的二
维码，就可了解产品名、产品特征、产
地信息、种植人、生长期施肥量等详

细信息。
据了解， 黄桃种植已成为炎陵县

群众脱贫攻坚的主打产业， 截至目
前， 累计已有9240名贫困人口依靠
种植黄桃脱贫。 今年， 炎陵黄桃种植
面积3.18万亩， 遍布中村瑶族乡、 霞
阳、 垄溪、 下村、 十都等5个主产乡
镇， 挂果面积1.5万亩， 2.86万果农
受益。

炎陵县为了更好地帮助果农开
辟销售渠道， 每年安排500万元专项
资金支持农村电子商务， 重点建设了
一个示范村、 一条示范街、 一个电子
商务产业园和5个专业电商平台， 吸
引了60多家电商企业入驻。 同时，
该县还加强与电商企业的战略合作，
开设炎陵地方特色馆、 O2O线下体验
馆等县级服务中心， 完善农村物流配
送体系， 实现了黄桃与市场的无缝对
接， 让炎陵农产品顺畅地走出大山、
走向全国。

炎陵黄桃今年再丰收

� � � � 7月28日，江华瑶族自治
县白芒营镇秦岩景区，游客在
参观溶洞景观。近年来，该县
先后出台旅游产业扶贫方案
和鼓励旅游企业吸纳当地贫
困对象就业等措施，通过“旅
游+扶贫”模式，打造了瑶族
文化园、秦岩、香草源、井头湾
等旅游景区，帮助近2万贫困
人口融入旅游脱贫。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长沙不动产登记
网上预约出新规
湖南日报8月1日讯（通讯员 廖亚柳 记者

李治）记者近日从长沙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获悉，
网上预约后连续爽约的行为将被记入不动产登
记失信黑名单。

长沙最新出台的《关于加强不动产登记网上预
约平台管理的通知》明确，将处罚无故恶意占用系
统平台的行为， 对同一权证号预约同一种业务类
型， 连续爽约3次或1天时间内连续预约取消超过3
次的，则该权证号及当事人信息被纳入不动产登记
失信黑名单， 且在一个月内不能申请预约任何业
务。系统在每次取消预约前予以警示性提示。

长沙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目前开通了3个网上
预约平台，即公众号“长沙市不动产登记”、长沙市
不动产登记中心门户网站以及“长沙市不动产登
记平台网上预申请系统”。 预约号办理预约时所
对应的类型业务，目前有转移登记、抵押注销登
记和抵押登记。当事人须在预约时段半小时前到
达对应的网点大厅，无需再换号，直接等待窗口
叫号办理。 对当天未按预约号来办理业务的号
源，由各网点根据实际情况，发放给来现场办理
业务的客户。

自6月15日推出网上预约登记服务以来，长沙
共受理网上不动产预约近两万笔。网上预约系统实
施一本权证和权利人核对无误即可预约的模式，有
效打击了“黄牛党”。办事大厅不再人满为患，也没
有排长队的现象。 通过对预约数据进行监测和分
析，不动产登记中心可及时调整号源及窗口人员配
备，确保每位市民都能按预约时间办理业务。

湖南日报记者 肖祖华 戴勤
通讯员 刘剑 刘遵炳

7月31日， 隆回县山界回
族乡老屋村， 满山的甘蔗林
随风摆动， 郁郁葱葱， 长势
喜人。 该村村支书马文乐冒
着酷暑， 正在地里察看甘蔗
的生长情况， 甘蔗叶拂过他
黝黑的手臂， 直抵他幸福的
心窝， 他开心地说： “今年
的甘蔗长得不错。”

山界回族乡老屋村种植、
加工甘蔗已有600多年的历
史， 至今仍保留着原始环保
的制作工艺， 上世纪60年代
每个村落就有红糖加工作坊。
2008年， 红糖价格偏低， 不
少村落因此放弃了红糖加工。
近年来， 随着红糖价格上涨，
马文乐决定发展传统红糖加
工来带领村民发家致富。

2015年春， 他在本村及
桃洪镇叶家村、 曙光村流转

土地230多亩 ， 开始甘蔗种
植。 2016年7月， 马文乐投资
200多万元， 购买了压榨机、
打包机、 升降机、 洗干机、 输
送带等一整套红糖加工机械，
建起专业化的生产线， 创办湖
南省伊路顺清真食品有限公
司， 注册品牌“马家山”， 将
传统工艺和现代科技相结合
来生产红糖， 既保留红糖制作
工艺原始、 古朴、 纯天然、 纯
手工的特性， 又确保红糖产品
洁净、 环保、 全生态、 高营
养， 他公司生产的“山界回民
古坊红糖” 深受顾客欢迎。 当
年仅2个多月时间， 就加工出
15万公斤红糖 ， 销售一空 。
红糖轧榨生产传统工艺也在
当年被列入县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

马文乐给记者算了一笔
账， 甘蔗全身都是宝， 一亩地
的甘蔗产量可达5000公斤左
右， 产糖400至500公斤， 每

公斤30元左右， 每亩纯利润
8000元以上。 它的叶子和渣
可用来做牛羊马饲料， 又可带
动村里的养殖业发展。 “现在
我们走出了种植、 加工、 销售
的全产业链的新路子， 通过种
植甘蔗， 带动红糖加工产业的
发展， 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甜
蜜。” 马炎成是村里的贫困户，
因技艺熟练， 被食品加工厂聘
请当技师， 月收入6000余元。
村里收甘蔗时， 又聘请他做劳
务， 也可创收5000余元， 家
庭经济慢慢地好起来了。 像这
样被聘请到食品加工厂上班的
村民就有30多个， 他们逐步
走上了致富的道路。

两年来， 马文乐努力带动
村民脱贫致富。 村民富起来
了， 村里进行了自来水改造，
安装了太阳能路灯， 老屋村建
成了邵阳市第一个光伏示范
村， 2016年该村列入全国传
统村落。

甘蔗酿造“回民”甜蜜生活

通 讯 员 邹 怡 敏 王 婷 熊 军
湖南日报记者 戴鹏

8月1日傍晚， 株洲县古
岳峰镇三旺村的退伍军人文新
和吹响了哨子， 一大群身形短
小、 头尾呈黑色、 肚子圆鼓
鼓、 皮肤白里透红的香猪从山
坡的各个角落钻出来， “训练
有素” 地跑到指定地点集合
“就餐”， 看着它们， 文新和满
意地笑了。

文新和1984年从部队退
伍回到家乡， 跑过运输办过养
殖场， 后来辗转广东、 深圳等
地， 摆过地摊， 进过屠宰场。
2015年7月在家乡成立湖南瑞
璞鑫方圆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建立三旺生态农庄， 引进巴马
香猪自繁放养和黑斑青蛙进行
蛙菜套养， 带动周边群众就
业， 被评为“2016年度湖南
省自主创业就业先进个人”。

现代农业是文新和退伍后
始终不变的创业方向。 1998
年， 文新和利用跑运输攒下的
积蓄， 引进海狸鼠在村里投资

办起了养殖场。 但因为养殖技
术不成熟、 后续资金跟不上等
原因， 不到两年文新和欠下
50万元的债务。 养殖场被迫
关闭， 文新和也远走他乡， 初
次创业以失败告终。

“部队里艰苦的生活磨炼
了我的意志， 让我懂得遇到再
大的困难也决不能轻言放弃。”
初次创业失败并债台高筑的文
新和并没有因此而消沉。 他辗
转广州、 深圳等地， 摆地摊，
进屠宰场， 一边打工还债， 一
边学习养殖技术。

2014年， 卧薪尝胆14载
的文新和决定东山再起， 他带
着经过自己慎重考察的新项
目———巴马香猪回到了株洲县
三旺村。 这一次， 他不仅要开
启二次创业的新征程， 还给自
己的事业规划了一个“打造集
循环农业、 创意农业、 农事体
验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 的宏
伟蓝图。 他认为， 三旺村是典
型的丘陵地带， 空气清新， 生
态植被好， 养香猪前景广阔。

目前， 文新和正着手注册
商标， 打造品牌， 今年还计划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打造香猪
的“健身场”， 进一步改善香
猪品质。 文新和敢于尝试， 善
于创新， 除了规模饲养香猪，
他还在株洲率先引入油用牡丹
林下种植与观赏牡丹套种， 两
年多来， 扩繁数量可观。 到今
年底， 文新和还计划将牡丹进
行移栽， 集中种植， 做成精致
观光景点。

此外， 文新和还在生态农
庄里开辟林下蛙菜与蛙稻套养
实验基地50亩， 将黑斑青蛙
与丝瓜棚、 稻田种养相结合，
去年仅这一项目， 文新和的收
入就达到17万元。

养猪、 种花、 养蛙， 文新
和不仅在逐步实现自己的现代
农业致富梦， 更是带动乡邻在
家门口创业， 共为周边村民、
贫困户、 残障人员和三峡移
民、 库区移民创造了48个就
业岗位。 文新和也成为了当地
小有名气的退伍军人创业先锋
的模范代表。

长沙地铁上演
“芭蕾快闪”

《红色娘子军》致敬建军90周年
湖南日报8月1日讯 （记者 王晗）“第一次在

地铁里看芭蕾，挺有创意，原来高雅艺术也可以
这么亲民！”昨晚，许多乘客在长沙地铁站和车厢
偶遇“芭蕾快闪”，大家争相在朋友圈晒图。这是
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携手长沙轨道
交通集团举办的“用艺术向人民军队致敬”主题
活动现场，以此致敬建军90周年。

身穿军装， 手举军旗……当晚7时40分许，随
着熟悉的《红色娘子军》乐曲响起，10名芭蕾艺术
爱好者在地铁五一广场站内翩翩起舞。 热情的市
民停下脚步，近距离欣赏红色芭蕾文化。

站台上“闪”完又“闪”进车厢。零距离感受
精彩的歌舞表演，乘客们很是惊喜，大家或是
掌声鼓励，或是融入其中一起歌舞，现场气氛
十分活跃。

除了本次地铁“芭蕾快闪”外，大剧院还将
同步上演系列世界级芭蕾舞蹈演出，引进俄罗
斯冰上芭蕾舞剧《天鹅湖》《睡美人》、法国芭蕾
舞剧《美女与野兽》和中国芭蕾舞剧《沂蒙情-
芭蕾精品展演》。“我们期望为大众开启艺术之
门，通过大剧院这个文化新地标，让更多人感
受艺术，爱上艺术。”大剧院运营负责人表示。

� � � � 湖南日报8月1日讯 （记者 邹靖
方 ） 今天， 记者从阿里巴巴旗下本
地生活服务平台口碑发布的消费大
数据获悉，长沙人在口碑上消费小龙
虾年均10万笔以上，平均每顿都能消
费250多元。 长沙以255.01元小龙虾
消费金额的单笔价排名全国第八。

7月28日至8月27日， 口碑在全
国各大城市发起“口碑龙虾节”。 来
自口碑的消费数据显示， 消费者对
小龙虾的关注在4月骤升， 5至8月是
消费高峰期。 这与小龙虾产出周期

相一致。 国内小龙虾产地每年也是5
至9月完成出虾和收虾， 因此当下正
是吃小龙虾的好时节。

小龙虾的消费集中在华东、 华
南、 华中地区的大中城市。 从交易
额和笔数看， 上海、 武汉、 杭州、 南
京、 深圳、 长沙、 宁波、 温州、 北
京、 合肥排名全国城市小龙虾消费
热度前十， 这些城市的小龙虾年消
费笔数均在10万笔以上。 口碑数据
显示， 长沙的消费者最爱香辣口味
小龙虾。

阿里巴巴旗下生活服务平台口碑发布大数据

长沙小龙虾消费全国排名第八从摆地摊到农场主
———退伍军人文新和的现代农业梦

“旅游+扶贫”
风景变“钱”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