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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1月20日讯 （记者 肖军
通讯员 唐建伟 李淳）11月16日，洪江市
安全薯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内
一片繁忙， 员工们在按照国际标准加工
生产红薯粉丝。 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这
些山货将漂洋过海送上外国人的餐桌，
这要感谢怀化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的帮
扶。

洪江市安全薯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有专利技术， 但受困于国际贸易严苛的
绿色技术壁垒。 今年初，怀化出入境商品
检验检疫局发挥信息技术优势， 主动送

培训进企业，并优先提供检测技术支持，
还在贸易合同签订、报检受理、产品包装
及标签、贸易结算、快速通关等方面进行
指导。 今年，该公司已出口红薯粉丝24.6
吨。

据了解，今年来，怀化共有茶叶、茯
苓等6大类9个品种的山货实现华丽转
身，走出国门，并有4家出口企业同比实
现业务翻番。

怀化山货资源丰富，但长期“长在深
闺人未识”。 为实施好“开放崛起”战略，
提升农产品质量和效益， 怀化市出入境

检验检疫局主动出击， 开展特色食品农
产品出口增量“三破一翻”（破千万破百
万破零及出口业务翻番）行动，靠前指导
企业获取各项资质， 帮助企业解决检测
技术，按国际标准上门培训，及时提供国
际市场信息， 大力推进出口食品农产品
质量安全示范区、 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
示范区、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区创建。

“三破一翻”行动在助推外向型经济
发展的同时，通过“出口企业＋基地＋贫
困户”模式，共帮助怀化市6400余名贫
困人口脱贫。省、怀化市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扶持会同宝田茶叶有限公司和宝田乡
旺田村，全村贫困户加入村茶叶合作社，
建成优质茶园886万亩， 为公司提供原
料。 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对公司进行全
方位指导，让山沟里的茶叶远销欧洲，全
村今年109户贫困户可望全部脱贫。

� � � �湖南日报11月20日讯 （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王钟可 ） 11月17日， 在共青团
常德市委“青年之声·青年之家” 综合
服务平台， 大爱微行公益组织负责人联
系志愿者， 准备给当地26个孤儿每人送
去2000元善款。 在“青年之家”， 现已
入驻大爱微行这样的公益组织7家， 他
们可免费使用办公场地。

据了解， 近年来， 常德团市委非常
重视志愿服务工作， 除建成“青年之
声·青年之家” 外， 所有城区街道和

60%的乡镇都建立了青少年综合服务平
台。 并积极争取政府部门政策、 项目、
资金等扶持， 建立青年社会组织综合服
务基地。 采取团组织搭台、 志愿者唱戏
方式， 开展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活动。
在沅澧大地， 公益性志愿服务蔚然成
风。

今年， 常德市各级团组织组织教育
系统和公益组织志愿者、 社会爱心人士
等1000多人， 与1000多名农民工子女
进行结对帮扶， 开展爱心捐赠、 自护教

育、 心理辅导等活动。 各级团组织还组
织志愿者， 开展“行文明路， 开文明
车， 做文明人” 等志愿服务， 劝导不文
明出行等行为。

同时， 立足社区， 开展常态化服
务。 常德团市委积极推动城乡社区建设
雷锋志愿者工作站， 组织团员和志愿者
立足社区， 为孤寡空巢老人、 残疾人等
各类困难群众提供志愿服务， 今年来已
提供生活料理、 医疗保健、 法律援助、
心理咨询等志愿服务6000多人次。 常德

团市委还加强培育、 支持、 宣传志愿服
务优秀项目， 广泛吸纳社会资源支持志
愿服务事业， 推动志愿服务常态化发
展。 近日， 常德市举行志愿者服务项目
大赛， 57个项目参赛， 服务范围包括阳
光助残、 精准扶贫、 关爱留守儿童等11
大类。

常德团市委有关负责人介绍， 下一
步， 他们将与财政、 民政等部门联合出
台文件，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 优
先购买公益性志愿组织的服务。

同饮长江水 奔跑救江豚
长江流域长跑接力岳阳站活动启动

湖南日报11月20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张脱冬 ）
“你的微笑， 我的幸福， 都值得用心去守护。” 昨天上午8
时30分，《你的微笑， 我的幸福》《八百里洞庭我的家》《长
江之歌》 等关于江豚、 长江、 洞庭湖的歌曲在岳阳市南
湖广场回荡。 岳阳迎来了岳阳市渔政管理站、 岳阳县渔
政局、 君山区渔政管理站、 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 湖北
黄石长跑协会举办的“同饮长江水 奔跑救江豚———2017
长江流域长跑接力” 岳阳站活动。 渔政干部、 江豚保护
志愿者、 市民志愿者等200余人参与了这一场健身挑战。

自2013年开始， 岳阳市渔政站、 岳阳市江豚保护协
会就与黄石长跑协会合作， 举办一年一度的冬季“为江
豚奔跑” 活动。 岳阳市渔政管理站党支部书记、 岳阳市
东洞庭湖江豚保护管理站站长卢益卫说， 活动旨在号召
市民用奔跑为江豚助力， 用运动点燃激情， 用行动升华
文明， 在长江流域掀起保护长江、 拯救江豚的环保热潮。

“生命长江， 为江豚奔跑。” 黄石江豚长跑队队长熊
忠武现场教大伙唱起了《江豚之歌》。 江豚保护志愿者郑小
燕、康开慧宣读了《江豚保护宣言》。 黄石江豚长跑队志愿
者向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志愿者传递江豚队旗， 大伙在
江豚队旗的引领下环绕南湖奔跑起来。 市民志愿者李红
说： “愿我们生活的环境越来越美好！ 愿江豚永留长江、
洞庭湖！”

渔政干部士气高昂； 黄石健将阔步向前； 江豚保护
协会志愿者和湖南理工学院、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志
愿者当仁不让； 聋人协会志愿者也不甘示弱。 参与奔跑
的队伍里有夫妻， 也有3口之家； 有学者、 公务员， 也有
学生。 多数志愿者坚持跑完了10公里。 聋人志愿者李彦
说： “运动让我们更加健康、 更加快乐！”

张家界获TC年度旅游
明星目的地奖

湖南日报11月20日讯（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何捷）11
月19日，首届TC（旅游传播）奖在第二届博鳌国际旅游传播
论坛上揭晓，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获得年度旅游明星目的
地奖。

据介绍，TC奖是中国设置的首个从品牌、营销、传播三
位一体角度综合衡量评选旅游传播成效的奖项， 由中国传
媒大学广告学院、全球旅游传播创意联盟发起创立，发布年
度旅游目的地声誉榜、年度旅游营销活动榜、年度旅游综艺
节目榜、年度旅游传播贡献榜等多个榜单。

今年来，张家界全面实施“对标提质、旅游强市”战略，
以建设国内外知名旅游胜地为目标，不断完善旅游设施、调
整产业结构、丰富旅游产品、提升旅游品质，推出山、水、红
色、宗教、民俗“五彩缤纷”多样化旅游产品，300多个景区
景点星罗密布，形成全域旅游发展新业态、新格局。初步测
算，1月至10月，共接待国内外游客6495万人次，实现旅游
总收入52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7%、21.20%。今年10月，
张家界景区被世界知名旅游消费指南《孤独星球》 评为
2018全球10大性价比最高旅游目的地。

湘潭首届
老年文化艺术节启幕

湖南日报11月20日讯 (记者 蒋睿 通讯员
周强) 今天上午， “长房杯” 湘潭首届老年
文化艺术节暨“夕阳欢歌， 为霞满天” 才艺
大赛海选活动以激情澎湃的开场舞拉开了序
幕。

本次活动由湘潭市老龄委主办， 湖南日
报社湘潭分社承办， 湘潭综合保税区协办，
由长房·上层国际独家冠名， 并得到了湘潭
市委老干部局、 湘潭市民政局等单位的大力
支持。

本届艺术节以“文化、 养生、 健康、 和
谐” 为主题， 共分为3大板块： 夕阳欢歌、
为霞满天———开幕式暨老年文化交流展示大
赛； 老树新枝、 余晖闪烁———书法美术民间
手工艺制作展览； 璀璨晚霞、 金色人生———
闭幕式暨总决赛颁奖晚会。 活动时间将持续
到2018年1月15日。

� � � �湖南日报11月20日讯 （记者 肖军
通讯员 彭凤华） 观看精彩画眉鸟赛、
农事趣味赛， 欣赏优美动听的侗族山
歌赛和古朴典雅的侗锦旗袍秀， 体验
别样的侗家习俗……在11月18日举办
的新晃侗族自治县梅溪画眉沟乡村旅
游节上， 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乐不可
支。

梅溪画眉沟是新晃美丽乡村建设
规划布局“一带四片” 中“四片” 之
一， 从禾滩镇三江村起， 覆盖大晏、
龙兴、 华南、 晏家、 斗溪、 老黄冲村
等村。 梅溪画眉沟是画眉鸟之沟,这里
山高林密， 画眉百啭千声。 这里也是
“红米之沟”， 是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
产———新晃侗藏红米发源地。

这次节会以“乡村振兴、 美丽
‘乡’ 约” 为主题， 旨在以节庆促旅
游、 以活动促开放、 以画眉促交流、
以文化促发展， 让游客感受丰富多彩
的侗民俗文化， 体验“布局美、 产业
美、 环境美、 生活美、 风尚美” 的美
丽乡村。

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李建新

“挂果期有多长？ 销路怎么样？
每亩成本多少？ 收益多少？”

“百香果只要温度适宜， 可持续
挂果半年以上； 销路一点也不愁， 现
在30多亩， 通过现场采摘、 电商销
售， 足不出村就可以卖掉； 每亩新开
荒成本大概5000多元， 种一次可采摘
4年， 每亩收益2万至5万元之间。”

11月20日， 双峰县井字镇洪泉村
甲富林特色种养农民合作社的百香果
基地， 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该
镇党委书记赵向阳一行。 他们是为彭
诗培的百香果基地出谋划策、 提供帮
助而来。

“有什么困难需要政府帮你解
决？”

“我想扩大面积， 可苦于没有资
金。”

“可以吸纳100位贫困户， 将他

们的扶贫小额信用贷款、 产业帮扶资
金委托入股， 并由你提供保底分红，
这样可解决你的资金问题。”

百香果藤架下， 井字镇党委、 镇
政府负责人为彭诗培的百香果基地现
场支招。

“有了政府支持， 我们一定鼓足
干劲， 明年争取将百香果基地扩大到
100亩， 带动更多人致富。” 憨憨的彭
诗培连连表态。

百香果， 原产于安的列斯群岛，
广植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 有“果汁
之王” “摇钱树” 等美称。

而彭诗培走上百香果种植之路，
纯属偶然。 2015年之前， 彭诗培在广
州一家电脑城卖电脑， 偶然喝到了一
杯百香果果汁， 没想到自己发炎好几
天的喉咙顿感舒服。 他觉得百香果很
神奇， 于是四处打听， 最后得知姐夫
的一个战友在广西桂林种百香果已有
十几年。 他连忙赶赴桂林， 看基地、
学技术， 回来时就转让了电脑城的铺

面， 拿着80多株百香果苗回到老家洪
泉村， 走上了种植百香果的道路。

“当时整个湖南种百香果的只有
两家， 我是双峰第一家， 心里没底，
不敢种太多， 就试种了一亩。” 由于
精心打理， 彭诗培当年就赚了近2万
元。 有了底气的彭诗培， 去年把基地
扩大到了十几亩， 今年基地面积达到
30多亩。

有了成功经验的彭诗培， 又成立
甲富林特色种养农民合作社， 注册了
“甲富林” 商标， 不仅种植百香果， 还
种了十几亩的紫玉淮山， 养了100多
箱蜜蜂。 如今， 合作社有入社农户30
多户， 用工高峰期请了近百人帮忙。

“我回农村创业这步棋真走对
了。” 彭诗培说， 下一步他还打算建
一个百香果育苗基地， 开发百香果蜂
蜜茶、 百香果汁、 百香果干， 再打造
一条百香果观光带， 带动全村的贫困
户加入合作社， 让百香果真正香飘百
家。

益阳：
藏族学员乐学修车技能

湖南日报11月20日讯 (记者 邢玲 通讯员
王欣)今天，2017年度藏族学员汽车和摩托车
维修与检测培训班在益阳职业技术学院开
班。来自西藏自治区山南市浪卡子县的12位
农民和2位大学生， 将在这里接受为期半个
月的技能培训。山南市是我省对口支援地区。
此次培训班开办，学员们将到益阳大学生创
业基地、知名汽车4S店和摩托车维修店参观
学习，并在益阳职院系统学习气缸盖拆装与
检测、活塞环间隙检测、发动机舱维护、摩托
车维修等专业技能。

永州：
公安机关维护劳动者权益

湖南日报11月20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宋云钊 ）11月初， 双牌警方侦破一
起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抓获犯罪嫌疑人1
人，为42名农民工兄弟追回被拖欠的劳动报
酬94797元。近年，永州市公安局大力打击涉
及民生领域的违法犯罪，坚决快侦、快破，严
厉打击。今年以来，全市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跑路老板”“老赖老板”20人，其中，已逮捕4
人，移送起诉14人，为近千名当事劳动者追
回应得劳动报酬共计694.865万元。

隆回：
居民医保可以手机缴费

湖南日报11月20日讯 （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曹良海 ）“只需动动手指，就能轻松
完成参保缴费，开通手机缴费为我们省去了
大麻烦！”11月20日，隆回县鸭田镇张家山村
一位村民高兴地说。当天，隆回县城乡居民
医保中心工作人员来到该村，开展居民医保
手机缴费测试，帮助20多户村民实现网上参
保缴费。参保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关注“隆回
城乡居民医保”公众号，输入相关个人信息，
就可以通过银联支付方式进行医保缴费。

怀化山货漂洋过海
6大类9个品种农产品实现华丽转身，走出国门

宜章开启
“互联网+社会扶贫”

湖南日报11月20日讯 （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刘从武 ）
昨天， 中国社会扶贫网宜章管理中心在宜章县百捷利包装
印刷有限公司揭牌成立， 标志着该县正式开启“互联网+
社会扶贫”， 实现扶贫线上线下相结合。

据介绍， 中国社会扶贫网是全国唯一具有政府公信力
的社会扶贫公益网络平台。 该平台依托国家建档立卡大数
据资源， 通过搭建社会资本进入扶贫领域的桥梁， 构建社
会力量、 爱心人士扶贫济困的新载体。 中国社会扶贫网宜
章管理中心的成立， 有利于社会资源与贫困村、 贫困群众
的帮扶需求精准对接。 目前， 中国社会扶贫网宜章管理中
心完成贫困户注册25355户、 爱心人士注册6161户， 发布
贫困户有效需求467条、 爱心捐赠2779条， 分别成功对接
66条、 1797条。

在当天举行的揭牌仪式上， 宜章县总工会、 县好人协
会、 县义工协会、 百捷利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县工商联、
郴州固帮房地产公司、 湖南新洲印刷科技有限公司等捐赠
了爱心物资， 总价值达129万元。

团组织搭台 志愿者唱戏

沅澧劲吹公益新风

新闻集装

创业记 百香果 香百家

画眉百啭千声 山歌优美动听
新晃举办画眉沟乡村旅游节

寻找“脐橙王”
� � � 11月18日， 新宁县黄龙镇沉水村7组， 村民肖坤发(左)和妻子刘欢在自家果园挑
选个头最大的脐橙， 准备参加新宁县第三届脐橙节“脐橙王” 评选。 脐橙种植是该
县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 近年来， 果农通过深耕整地、 防旱灌溉和品种改良等措施，
使脐橙品质大大提升。 郑国华 周光宏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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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下期奖池：0 元
07 2509 11 18 19 21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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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中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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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390 1040 405600

组选三 466 346 161236
组选六 0 17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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