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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乃继辉

8月17日， 双峰县石牛乡桥亭村灯芯组
一处山坡上传来一阵急促的口哨声，山林里
顿时热闹起来。700余只鸡拥上来，抢着啄食
野草杂粮煮成的“美食”。

这些鸡是桥亭村建档立卡贫困户罗发
扬喂的“百草鸡”，它们平时在山林里觅食、嬉
戏，现已进入生长旺季，一只只毛色鲜亮，活
泼精壮，再过两个月就可以生蛋、出售了。

“我能有今天，多亏了彭书记，他不仅帮
我办起了养鸡场，还经常鼓励我，让我树立了
信心。”望着满山的鸡，罗发扬感慨道。

罗发扬口中说的彭书记， 是双峰经开
区党工委书记彭永义。去年，桥亭村被定为
经开区帮扶村。今年3月，罗发扬成为彭永
义结对帮扶对象。42岁的罗发扬正值壮年，
4年前在工地干活时被斗车砸伤了双腿，至

今没有痊愈。 而他的妻子黄吉荣也曾被牛
踩伤，干不了重活，还一直吃药。没有一技
之长，又不能外出打工，罗发扬靠赶集卖甘
蔗谋生， 每个月还要为妻子2000余元的医
药费到处借钱。

结对成了“亲戚”后，彭永义结合当地生
态环境以及罗发扬家的实际情况， 鼓励他搞
养殖。“搞养殖，我一没技术，二没资金，怎么
搞？”罗发扬对彭永义的提议并不来劲。几经
劝说无果， 彭永义找来村支书罗晚年和罗发
扬的哥哥嫂嫂做工作，罗发扬终被说动了。彭
永义按照双峰经开区和石牛乡政府出台的产
业扶贫政策，给予罗发扬一定资金扶持，又帮
他从双峰农商银行贷款2万元， 还带他到印
塘乡文凤禽业合作社学习养鸡技术。

看到彭永义真心实意帮自己， 罗发扬深
受感动。他利用自家后面十几亩山地，从娄底
引进优质鸡苗800余只，放养山林。刚开始，

罗发扬一边看书学养殖， 一边用玉米粉精心
喂养。慢慢摸出门道后，他改良鸡食，把不同
的草、草药切碎，与玉米、米糠拌在一起，煮熟
后喂鸡， 不仅节省了开支， 鸡也长得更结实
了。

罗发扬还买了个口哨， 每天训练这群小
鸡。如今，只要他吹口哨，小鸡们就知道该进
食了，从四面八方跑过来，罗发扬也因此被人
称为“鸡司令”。

看到罗发扬养鸡上了路， 彭永义帮扶更
来劲，给罗发扬送来饲料粉碎机，还有碎米、
米糠、 玉米等， 一个月来罗发扬家走访两三
次，并承诺帮他解决鸡蛋销售问题。如今，罗
发扬养的鸡每只长到1公斤左右了。

“我现在干劲很足，每天早上5点多就起
床。下阶段，我要扩大养殖规模，继续喂养好
‘百草鸡’， 还要探索喂养‘水果鸡’‘音乐
鸡’。”罗发扬说。

湖南日报记者 王文隆 通讯员 李叶

8月18日上午，浏阳两型产业园举行
3号地块房屋拆迁集中签约仪式，浏阳市
古港镇燕港村45户拆迁户走上红毯铺设
的舞台， 在协议书上签下名字。“在下一
步拆迁安置中，一定会积极响应，按照拆
迁政策，该拆就拆，该搬就搬，以实际行
动支持乡镇和园区发展。” 拆迁户代表、
燕港村金园组村民颜伏平上台发言时态
度坚定。

“这是落实‘三榜公示’政策的结果，
在全市是一个重大突破，将为园区招商引
资、项目建设提供用地保障，为全市征地
拆迁推进提供宝贵经验。” 浏阳市政府征
拆办主任章正光说。

45户拆迁户集中签约， 创下
立园之最

今年6月起，浏阳市全面推进阳光
拆迁，推行征地拆迁“三榜公示”（实物
公示、补偿公示、结果公示），进一步统
一全市征地拆迁补偿标准， 规范征地
拆迁行为， 将征拆整个流程置于“阳
光”之下。两型产业园3号地块项目征
拆工作就是严格按照“三榜公示”要求
实施的。

“园区迅速行动，按照上级要求积极
实行‘三榜公示’。通过园区、镇村合心合
力和各征拆户积极配合，3号地块45栋房
屋在短短20天内迅速协商成功， 协议签
订速度之快、征拆效果之好，创下立园以
来历史之最。”浏阳两型产业园管委会主
任杨沅光说。

他介绍， 在拆迁中， 浏阳两型产业
园坚守“三榜公示”原则，明晰标准，做
到公开透明。他们严格按照“三榜公示”
要求操作，将拆迁人口与面积、安置人
口、 补偿安置资金等数据集中公示，做
到一把尺子量到底、一碗水端平，让征
拆户做征地拆迁的明白人和“三榜公
示”的监督者。

3号地块作为园区项目储备用地，涉
及5个村民小组50多户拆迁户， 面积有
1000余亩，房屋50余栋。这一地块的成功
征拆，对于增加土地储备、促进招商引资、
加快园区发展意义重大。

思想转变 ， 源自对公示 、
对公平的信任

颜伏平发言所表态度，源自对“三榜
公示”阳光征拆的信任。

“在拆迁过程中， 大家都有攀比心
理， 如果征地补偿有差异， 就容易产生
抵触情绪。”颜伏平说，“这次实行‘三榜
公示’， 我们不用担心先签协议会吃亏
了，因为所有征地拆迁信息都会进行张
榜公示，而且先签的还会有奖励。在征
拆过程中，工作人员做到了有背景与无
背景一个样、生人与熟人一个样、懂政
策与不懂政策一个样，用阳光拆迁方式
把一碗水端平，让每一位村民的合法权
益得到充分保障。”

在浏阳两型产业园内的“三榜公
示”宣传栏里，村民们可以看到3号地
块拆迁户“三榜公示”的所有信息。“房
屋总面积441.6平方米， 认定合法补偿
面积305.91平方米，生产用房面积100
平方米，可获得合法补偿费、室内装饰
装修补偿费、 按期拆迁奖等各类补偿
金额共计48.78万元。”一清二楚地了解
到自己家房屋补偿面积和拆迁补偿金
额等信息，颜伏平感到特别安心。

“三榜公示”政策的推行，给拆迁户带
来了算得清的补贴和看得见的公平，促使
拆迁户完成了从“不愿拆”到“我要拆”的
思想转变。

支持态度 ， 源自对园区 、
对未来的信心

征拆对象对园区征拆的支持态度，也
源自对园区发展的信心。

近年来，浏阳两型产业园发展来势向
好，建设规模不断扩大，经济总量逐年提
升， 还被列为全国农产品加工示范基地、
湖南首家特色食品产业园。

“去年以来，我们实行园镇融合，园
镇从此一家人，园村从此一家亲。”浏阳
两型产业园党组书记、古港镇党委书记
刘守德说， 大家齐心协力共谋发展，把
园区推上了投资创业新高地，众多投资
商将眼光瞄向园区， 招商引资来势大
好，项目建设快马加鞭，企业发展蒸蒸
日上。 园区已有13个项目施工建设，还
有一大批项目正在洽谈签约与筹备开
工。

他在3号地块房屋拆迁集中签约仪
式现场告诉村民们：“我们力争用1000
天时间，把园区打造成特色明显、产业
集聚、功能完善、环境优美的省级工业
园区，成为浏阳经济发展新高地。”同时
他承诺并鼓励大家：“征拆之后，我们将
在政策范围内全力保障民生，务工无需
去远方，致富可在家门口，大家共享发
展成果。”

湖南日报8月20日讯（记者 黄利飞）
8月18日晚，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发布2017年半年报。数据显示，公司上半
年实现营业收入5.51亿元， 同比增长
12.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亿元，同比增长0.52%。

值得关注的是，公司在线教育业务上
半年营收3.7亿元，占总营收的67.12%，已
成为公司主要收入来源。 其中K12教育
（是指从幼儿园到高中三年级的教育）实
现营业收入2.84亿元。据了解，上半年拓
维信息K12教育一站式学习平台“拓维学
堂”，打通了校内、校外、线上、线下，围绕
课前、课中、课后提供区域高品质内容及
本地化的贴心服务。今年上半年，拓维学
堂平台中核心内容品牌———“麓山妙笔作
文”，注册用户累计达到168.2万人，总收
费用户达到33.36万人。

公司在报告期内加大了教育领域技
术投入，在人工智能核心技术以及教育行

业应用技术的基础上，结合智能语音评测
技术、智能写作批改技术、智能对话技术
等构建AI大脑创新教育平台， 助力公司
打造K12教育一站式学习平台，推出适用
于教、学、测、评、练等各环节的应用产品，
成为教育科技领先企业。

拓维信息18日晚间还公告了终止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议案，公司称，在今年4月
5日取得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批复后，公
司董事会、 管理层与中介机构等相关方，
一直在积极推进各项工作。鉴于近期再融
资政策法规、资本市场环境、融资时机等
因素变化，公司无法在批文有效期内完成
非公开发行事项，为切实维护公司及投资
者的利益，经审慎决策，决定终止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公司表示，将积极探索多种融资方式
筹集资金，陆续对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进行投入，以支持和确保公司
业务的健康快速发展。

湖南日报8月20日讯 （记者 黄利飞 ） 湖
南机油泵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湘油泵”）今
晚发布的2017年上半年业绩报表显示，报告
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8亿元，比上年同
期增长 46.53% ；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4153.24万元，同比增长84.32%；基本每股收
益0.51元。

公司方面称，上半年营收和利润增长的原
因，主要系下游汽车行业需求旺盛，公司主要
产品柴油机机油泵、汽油机机油泵销量持续增

长所致。在乘用车市场，公司客户神龙、重庆长
安、吉利新车型市场需求火爆，公司与之配套
研发的新产品———变排量机油泵实现批量生
产； 在商用车市场，2017年国Ⅴ排放标准在全
国范围内实施，旧车更换、节能新车型投入等
形成大量需求，公司中大马力机油泵、模块化
产品等销量增长。

值得一提的是，报告期内，公司除了继续
保持与现有客户的紧密合作关系外，还持续拓
展海外高端市场，与德国戴姆勒、德国大众汽

车、美国通用等国际大型汽车公司，建立了新
的业务合作关系，目前合作项目已处于样件开
发阶段。

湘油泵位于衡阳衡东县城关镇， 前身是
1949年成立的湖南机油泵厂，2016年11月30
日登陆上交所。主要从事发动机（或内燃机）
系统零部件———发动机泵类产品的研发、制
造和销售， 产品主要应用于中重型卡车、客
车、乘用车、工程机械、发电机组、船舶动力等
领域。

请君喂养“百草鸡”

湖南日报记者 戴勤 蒋剑平 通讯员 袁光宇

8月17日清晨， 邵阳市双清区高崇山镇
浏阳村73岁的村民宋元云，挑着10只鸭子进
城来卖，不到1小时就卖了个精光。

买他鸭子的， 全是邵阳市工商局双清分
局的干部职工。

宋元云患骨结核，妻子患乳腺癌，离异的
女儿则患有精神残疾， 一家三口相依为命。去
年初，宋元云一家被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今年春天， 双清工商分局扶贫工作队队
员夏既刚、陈雪峰来到宋元云家，向他宣讲产
业扶贫奖励政策：存栏家禽50只以上，每只
可享受产业扶贫补助资金10元； 养羊3头以

上，每头可领补助300元。干不了重活的宋元
云一听来了劲，一下养了100只鸭、5头羊。他
有自己的盘算：这些鸭、羊仅补助就可以领到
2500元，如果它们再卖个好价钱，那今年就
“发”了。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进入8月中旬，宋元
云妻子和女儿的病情都有些波动，急等钱用。
宋元云坐不住了， 挑起10只才养了3个多月
的鸭子往城里走。夏既刚、陈雪峰劝不住，只
得给局领导打电话， 请求派人将宋元云“拦
截”到局里，由局里干部职工将老人的鸭子全
部买下。

“3个多月的鸭正在长，难得卖出去，卖了
也可惜……”电话里，夏既刚很着急。

早晨7时许，挑鸭进城的宋元云被双清工
商分局工作人员“截获”，并被引导到分局办
公的院子里。提鸭、过称、付款、找零，没有多
久，10只鸭子就被买走了。

“宋大爷，您老急着用钱，我们会想法帮您
解决。3个多月的鸭子卖了，实在不合算。我们
保证，今年中秋节的时候，您所有的鸭子我们
包销；到年底，5头羊我们也包了。”与陈雪峰一
起追到城里的夏既刚对宋元云老人说。

“卖还没长肥的鸭子，我也心疼，可没办
法啊，家里治病要用钱，我不能老给政府添麻
烦。感谢你们鼓励我今年养了这么多鸭子，更
感谢你们今天把我的鸭子都买了去。”宋元云
激动地说。

劝翁莫卖“嫩仔鸭”

8月18日， 龙山县召
市镇旧寨沟村， 党员干部
为贫困学生捐赠书包和助
学金。当天，长沙经济技术
开发区启动“帮扶结对子”
“帮一人就业、 助全家脱
贫”“特殊家庭帮扶救助”
三助活动， 并派出党员干
部驻镇、村扶贫。开发区还
筹集33万元善款，与64名
贫困学生结成对子。
曾祥辉 向永国 摄影报道

“三助”
显真情

湘油泵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84%

从“不愿拆”到“我要拆”
———浏阳两型产业园实施“三榜公示”阳光征拆纪实

拓维信息：上半年营收超5亿元
在线教育占比近7成，已成为公司主要收入来源

精准扶贫 在三湘
扶贫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