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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0月10日讯 （记者 奉永成
通讯员 江洪渭 沙永红 ）“原来不知道发的
是什么补贴，现在一清二楚。”今天，双峰县
印泉村村民谢林峰在农行双峰支行惠农
（扶贫）补贴服务专柜，领到了升级后的农
行惠农补贴“一卡通”，上面清楚显示今年
以来各项财政补贴资金的发放和使用明
细， 谢林峰一边翻看内容一边满意地竖起
了大拇指。

惠农补贴要让农民明明白白得实惠。

前不久，省财政厅与省扶贫办、农行湖南省
分行、邮储银行湖南省分行、省农村信用联
社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惠农
补贴“一卡通”发放管理的通知》，明确对惠
农补贴卡（折）进行调整升级。升级后的惠
农补贴“一卡通”，由原一卡一折变为两卡
两折，即在原湖南省惠农补贴明白卡（折）
基础上，新增湖南省扶贫补贴明白卡（折）；
每笔补贴项目名称的简写摘要从2个字扩
展到4个字以上； 对每笔补贴资金发放，由

代发金融机构即时免费提供补贴项目、 金额
等内容短信提示服务。

“10月8日，全省农行系统惠农补贴‘一卡
通’升级版正式上线运行。”农行湖南省分行
负责人介绍， 该行已累计签约代理财政惠农
直补65个县，发行惠农卡1780万张，年代理发
放资金量80多亿元。现在，村民可就近在农行
系统设立的“惠农通” 服务点查询和领取补
贴，还可到农行网点打印“一卡通”明细折，了
解补贴资金的发放和使用明细。

湖南日报记者 杨元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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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海，1985年出生，苗族，吉首市人，

苗族挑花传承人， 多幅苗族挑花作品被国
内外艺术馆收藏。

[故事]
� � � �针走龙蛇，经纬分明。草地上，鹿鹤同
春；莲花上，童子欢颜；荷叶下，鲤鱼成双；
小池中，曲桥竹亭交映。一幅吉祥如意、年
年有余、早生贵子的挑花作品，展现在客人
们面前。

国庆、中秋假期，在吉首市洞河向阳桥
头的苗族挑花艺术馆， 客人们一边欣赏挑
花， 一边点赞艺术馆创建人张春海———他
使苗族挑花艺术有了一个集展示、研发、创
新、培训为一体的综合场地。

苗族挑花，重在“数纱”，被誉为“指尖
上的艺术”。这项心灵手巧的艺术，大多是
苗家姑娘的“专利”。可在吉首，张春海不但
钟情苗族挑花， 还把自己的祖屋都改造成
了苗族挑花的世界。

在这个挑花艺术馆里， 张春海创作的

苗族挑花作品琳琅满目。 张春海一言道出
喜爱苗族挑花的原委：“在吉首大学美术系
读书期间，一天回家，我看见祖母专心在布
料表面挑花走针引线，就要祖母教我。” 他
开始学着数纱。会数纱以后,张春海以针做
笔，以线当墨，以布为纸，一针一线，在一块
平布上进行“演绎”。

挑花的工艺特别讲究数纱。 在挑针数
线过程中，不能数错一根纱。刚开始，张春
海也会常常数错，那么只有重新拆出来，重
新去做。经过一次次体验，张春海领悟到：
“苗族挑花朴实而单纯的对比色彩、神秘而
古老的几何图形，必须要依循布的经纬线，
去把图挑出来。以布的经纬纱交叉呈‘十’
字形为‘坐标’，对角插针成‘×’形，通称
‘十字花’，或作‘一’字形，称为平挑花，是
挑花的基本单位。”

得益于美术专业的素养， 张春海将挑
花与美术相结合，古朴中见创新，严谨中显
变化。他把各种动物、花草编织成一个个惟
妙惟肖的故事。如，他的挑花作品《老鼠嫁
女》甚是诙谐幽默，令人捧腹大笑。以前在
苗族地区，女儿出嫁，娘家人都兴打发一幅
苗族挑花。这幅作品，寓意就是女孩子嫁到
男方家里去，繁衍生命又快又好，祝福出嫁
的姑娘多子多福。

张春海的作品大多以寓意吉祥和喜
庆为主。《花好月圆》 是他最满意的作品之
一，前前后后花了1个月创作。

近几年里， 张春海多幅苗族挑花作品
在全国工艺美术大赛中取得优秀成绩，并
被多家艺术馆以及国内外收藏家收藏。他
把自己的家改造成一个挑花艺术馆， 整天
与针线为“伙伴”。他承诺，不仅挑花艺术馆
免费向群众开放， 他还免费招收青少年学
徒，向他们传授挑花技艺，让这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发扬光大。

湖南日报10月10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
讯员 刘倩 李明）10月9日一大早，地处九嶷
山下的宁远县九嶷山瑶族乡牛亚岭瑶寨的瑶
胞们，忙着把五味子、花菇等山货发快递。该
村电子商务已经带动12户贫困户脱贫。今年
1月至9月，永州市实现电子商务交易额155.2
亿元、 网络零售额46.5亿元， 分别同比增长
96.5%、98.7%。

2015年10月，永州市及11个县区率先与
阿里巴巴集团、 杭州甲骨文科技有限公司合
作， 成为全国首个辖区内所有县区整体推进
阿里巴巴农村淘宝和农产品防伪溯源质量
安全体系的地级市。此后，该市又与京东集团
合作推进电商精准扶贫。

永州市加快云计算中心、4G网络等电子
商务基础建设， 全市农产品溯源体系监管云
平台入网赋码企业超过120家，对接、入驻农
优特产品300余种， 对接赋码量超过4100万
枚。该市推动“菜鸟物流”“握物流”资源整合，
构建了更为方便快捷的农村物流体系。“Go
永州”公共服务平台、淘宝、京东等平台的特
色永州馆先后上线。全市规模较大的“触电”
企业， 由2015年的40余家增至如今的300多
家。该市大力培育电子商务人才，举办电子商
务培训班300余次，培训了2400多名村支书、
4万名返乡青年。目前，全市电子商务从业人
员逾10万人， 其中农村电子商务从业人员6
万余人。

湖南日报10月10日讯 （记者 邹靖方
通讯员 杨琳 ）今天，中国铁塔携产业链合
作单位在保靖县开展产业扶贫对接。上海
大唐、中兴等11家企业现场签约。

9月7日至8日， 中国铁塔公司党委书
记、总经理佟吉禄带队到保靖县开展定点
扶贫调研。9月27日，中国铁塔在北京专门
召开了保靖县特色产业扶贫对接会。

今天上午，与会代表参观了当地重点
精准扶贫企业———新中合光电科技公司。
会上上海大唐、中兴等11家铁塔公司合作
伙伴， 与新中合公司现场签订意向合同。
11家公司经过与新中合公司沟通，明确了

对新中合公司的采购准入和技术协同。
据了解，中国铁塔制定了《中国铁塔

十三五扶贫工作规划》， 明确将对保靖县
精准扶贫予以大力支持。 截至2017年8月
底，保靖县新建铁塔基站共182个，投资近
4358万元。2016年投入100多万元， 实施
了多个项目用于保靖及1个贫困村精准扶
贫项目。

中国铁塔副总经理高步文表示，中国
铁塔将进一步加大力度，坚定不移抓好驻
村扶贫，通信扶贫、产业精准扶贫，更大力
度的支持保靖“湘西光谷”的产业发展，真
正做到从扶一个村一个县到扶一个产业。

手持“一卡通” 喜领“明白钱”
农行湖南省分行惠农补贴升级版让农民明明白白得实惠

永州电子商务
跑出“加速度”

张春海：
一针一线“挑”出花世界

张春海 图/张杨

中国铁塔携产业链助力精准扶贫
上海大唐、中兴等11家企业保靖现场签约

10月10日，武警长沙支队望城区中队官兵进行野外捕歼训练。连日来，该支队全体官兵把喜迎党
的十九大的政治热情，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紧贴实战锤炼部队战斗力，砥砺奋进，汇聚强军
兴军正能量。 罗天一 摄

湖南日报10月10日讯（记者 李文峰 通
讯员 梁超）当地时间10月8日下午，在巴基
斯坦第二大城市、旁遮普省省会拉合尔，旁遮
普省为首列“中国造”高端地铁列车举行了隆
重的接车仪式， 标志着巴基斯坦正式进入地
铁时代。

据介绍，今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召开期间， 中国铁路总公司牵头与
北方工业公司联合总包的中巴经济走廊示范
性项目———巴基斯坦拉合尔轨道交通橙线项

目首列列车， 在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下线。

橙线项目线路全长约25.58公里，初期购
车27列5节编组B型地铁车辆。中车株机在此
项目车辆设计方面导入了安全可靠的牵引系
统、耐高温转向架和节能高效的空调系统，使
车辆能在60摄氏度高温下持续提供空调、照
明和牵引动力， 并在外观上融入巴基斯坦国
花———素馨花、 皇家清真寺———巴德夏希清
真寺等元素。

巴基斯坦迎来首列“中国造”地铁车辆

豪情满怀迎盛会
矢志强军砺精兵

湖南日报10月10日讯（记者 王曦）10
月9日下午， 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召开会议，
部署全省交通安保工作，并通报了8月1日
以来交通事故起数在全省排名前10的运
输企业， 其中湖南龙骧交通发展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以12起事故排名第一。

7月中下旬以来，全省公安交管部门扎
实推进攻坚整治，在除隐患、治违法、防事
故、保安全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全省共清
除“两客一危”、重型货车等重点车辆隐患
3.24万起，并开展周末统一夜查10次，区域
联合整治1次， 各地自行安排整治120余
次，做到“日日有整治，时时有战果”。据统
计，7月下旬至9月底，全省道路交通事故四
项指数同比分别下降 26.99% 、37.02% 、

26.18%、17.17%。
省公安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全

省公安交警将连续作战，全力以赴，紧盯逾
期未检验、 违法未处理较多的运输企业，会
同安监、交通等部门，曝光一批、约谈一批、
整改一批，确保逐车、逐人督促整改到位。对
隐患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又拒不配合的企
业，将下达处罚文书，对隐患车辆依法进行
查封，力争隐患车辆和隐患驾驶人全部“清
零”。此外，警方将积极联合交通运输、安监、
旅游等部门，对运输企业加强监督，督促运
输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在安全教
育、GPS动态监控、 违法监督及处理上加大
监管力度，严格实行违法“零容忍”措施，确
保发现一起，处理一起。

链接：交通事故起数全省排名前10的运输企业

我省曝光10家事故最多运输企业

序号 发证机关 所有人 事故起数

1 湘A 湖南龙骧交通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2

2 湘D 湖南省衡阳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8

3 湘E 湖南邵阳湘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

4 湘H 益阳市东方旅游巴士有限公司 5

5 湘C 湘潭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5

6 湘J 新国线集团常德运输有限公司 4

7 湘J 常德驰鑫运输有限公司 4

8 湘J 湖南龙运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4

9 湘J 湖南省三和交通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3

10 湘A 湖南省新源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