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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周勇军 肖洋桂
通讯员 方亚娜

12月18日7时，村民聂立志将孙女聂雨岑
送到学校门口， 目送孙女穿过操场、 走进教
室，听到教室里传来朗朗读书声，他才开心地
离开。

聂雨岑就读于桃源县郑家驿乡青铜溪村
德成希望小学。该小学教学楼有3层高，外墙
砌着白色瓷砖，前坪是宽敞平坦的操场，周围
种着高大的桂花树。冬日的阳光洒在校园里，
格外暖和。

11时刚过，聂立志又来到校门口，凭栏向
校园内张望，仔细聆听校内动静。聂立志说，
孙女读幼儿园时会背诵三字经、弟子规、唐诗
宋词，现在上小学一年级，课本上很多文章都

能背诵。“孙女的读书声最动听， 今后肯定会
有文化。”聂立志说，他孙女还当上了班长。

临近中午， 其他村民也来到校门口接小
孩。“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前人栽树，后人乘
凉……”中午放学时，村民黄佰文看到，孙儿
黄冠在操场上和同学张俊豪在背诵课文，欣
慰地笑了。

青铜溪村支书郭雪桃说， 村民一直重视
教育。她把记者引进校内，指着墙壁上的功德
碑说：“你看，2003年建校时， 有捐款1000元
的， 也有50元、100元的。 当时村干部说建学
校， 大家一呼百应， 出钱的出钱、 出力的出
力。”

村民们认为，村里要发展，必须兴教育。
“只要小孩能读书，不管有钱没钱都会送。”郭
雪桃说，贫困户郭中元克服困难，将女儿送到

研究生毕业。村民刘启太夫妇躺在病床上，也
不忘监督小孩做作业。这些年，村里走出去的
大学生，已毕业的有30多个，其中研究生5个，
还在读的有15个。

大学生参加工作后，发展都不错。逢年过
节，他们驾驶着各地牌照的车回家，很热闹。
其中，大家交口称赞的是李卫国。2003年村里
建小学时，李卫国捐款60万元。李卫国的事业
也蒸蒸日上，他创办的企业成了上市公司。平
常村里人教育子女， 要他们做李卫国这样有
知识、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在李卫国感召下，
2015年，村民李兴国捐了100万元，给村小建
教职工宿舍。

近年来，县、乡加大了教育投入，青铜溪
村德成希望小学越办越好。现在，周边3个乡
镇不少村民也将小孩送到该校读书。

教育发展了，村民文化素质提高了，收入
也越来越多，乡村建设得越来越好。青铜溪村
盛产南竹，近年来南竹加工业发展快，现在村
民人均年纯收入超过6000元。2017年，该村被
常德市评为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

郑家驿乡寺坪中学校长周长河说， 整个
郑家驿乡都形成了一种良好风气， 村民尊重
知识、重视教育。寺坪中学校友为学校捐建科
教楼，设立奖学金。校园越来越美，教学质量
越来越高，2017年中考，40个毕业生有8个考
上了省重点中学。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振
兴乡村，教育先行。”桃源县教育局局长文继
承说，未来几年，县里将加大农村教育投入，
不断改善农村办学条件，优化乡村教师队伍，
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
育，让孩子们的朗朗读书声响彻山间河谷。

新时代 新气象 新作为
———湖南乡村振兴探索

桃源县青铜溪村———

教育先行兴乡村
� � � �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 （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罗勇 张丝雨 ） 12月26日， 中车
常德工业园建设项目举行签约暨奠基仪
式。 该项目计划10年内全部建成， 达产
后预计年产值将超过450亿元， 年纳税25
亿元以上， 新增就业岗位1万个。

中车常德工业园项目坐落在常德经

开区， 由湖南中车时代电动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投资建设， 首期投资20亿元， 新
建年产1万台大中型新能源客车和500
列智轨列车以及其他汽车零配件生产
线， 着力打造成中车集团的智能快运系
统生产基地、 新能源客车生产基地以及
传统客车出口生产基地。

中车常德工业园奠基
首期投资20亿元，新建1万台新能源客车和500列智轨列车
生产线

� � � � 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记者 王文隆）
“坚决打破户籍、地域、身份、学历、人事关
系等制约，把延揽人才的战略视野扩展
到全球……浏阳将在未来3年精准引进专
业英才1000名。 ”今天上午，浏阳市委、市
政府在长沙举行“专业英才千人计划”新闻
发布会，长沙市委常委、浏阳市委书记黎春
秋向全球发出邀请函。会上发布了《浏阳市
“专业英才千人计划”实施方案》（简称“《方
案》”）与《关于进一步优化人才发展服务的
若干措施》（简称“《措施》”）。

近5年，浏阳已引进人才10万余人，未
来3年预计还将引进各类人才15万人。 此
次浏阳大力实施的“专业英才千人计
划”，决定3年内引进700名园企急需的领
军型、创新型、技能型、管理型专业英才
和300名教育卫生、城乡规划、农林水利、
安全环保、 文化宣传等紧缺型机关事业

单位专业英才。
引来人才，如何留住人才、用好人才？

配套出台的《措施》从优化人才创新创业
环境、优化人才安居保障、扩大人才交流
“朋友圈”、定制人才提升“学习套餐”、构
建一体化人才服务平台等10个方面，进
一步完善“引、育、留、用”的人才工作链
条。 根据《方案》与《措施》，浏阳将投入10
亿元用于奖励人才、 扶持发展、 优化环
境、提升服务。 该市还将通过提供小额贷
款担保、 创业经费扶持、 设立“创业银
行”、搭建线上线下“金融超市”等措施，
进一步浓厚创新创业氛围。 目前，浏阳已
建成人才公寓2万平方米， 未来3年将继
续建设人才公寓5万平方米。

当天，浏阳还公布了2018年第一批专
业英才岗位目录， 计划招考招聘近500名
专业英才。

10亿元重金全球揽才
浏阳市发布“专业英才千人计划”

文明劝导员
欠文明！
12月20日15时40

分， 长沙市雨花区湘府
东路和中意一路交会口，
文明交通劝导员集体在
查看手机， 不仅有违职
责， 还影响了城市的文
明形象。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图片说事 � � � �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记者 郑旋）扫
一下眼睛，就能知道孩子的父母是谁、家住
哪里，是否为失踪儿童。 今天，“互联网+儿
童保护” 行动暨中国儿童虹膜防丢网络平
台湖南省新闻发布会在长沙举行，我国首
个利用虹膜识别技术预防儿童丢失的网
络平台———中国儿童虹膜防丢网络平台
正式进入湖南。

该平台由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
会公益文化中心主办，首次将虹膜识别技
术应用于儿童安全领域，依托中科院自主
研发、国际领先的虹膜识别技术，采集0至
12岁儿童虹膜数据， 建立儿童虹膜数据
库，从而提高失踪儿童被找回几率。

与指纹识别、人脸识别相比，虹膜识别

在准确性、稳定性、活体检测性等方面，有
明显的技术优势。“录入虹膜的过程非常简
单， 只需要使用虹膜设备扫一下孩子的眼
睛就行，完全不需要接触身体，也不会对孩
子造成任何伤害。”该平台湖南区域负责人
杨红介绍，信息录入后，将储存在云端数据
库，免费向公安、教育、民政等部门开放数
据比对端口， 协助高效率确认走失或被拐
儿童身份信息。

今年8月，中国儿童虹膜防丢网络平
台首次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
试点建立属地工作站， 为50多名儿童录
入虹膜。到目前为止，该平台已在全国建
立近百个属地工作站，为4万多名孩子录
入虹膜信息。

中国儿童虹膜防丢网络平台落地湖南
扫眼睛就知是否被拐

� � � �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记者 王文）昨天
上午， 长沙供水有限公司与中国人民银行征
信中心签订《征信系统共享商务信用信息合
作协议》。 今后，企业单位的用水信息将纳入
征信系统， 恶意拖欠水费也会和拖欠银行贷
款一样，产生不良信用记录。

根据协议， 长沙供水公司在完善用户档

案基础上， 通过与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合作，
将长沙市主城区内的非居民用水用户的用水
信息报送至人民银行的征信系统， 并体现在
用户的 《企业信用报告》 中。 长沙供水公司
将建立企业单位违约欠费信息数据库； 通过
电话、 短信、 书面函等方式告知企业单位具
体欠费情况， 便于及时缴纳， 避免产生不良

信用记录； 对于仍然拒缴水费的企业单位用
水户， 长沙供水公司将提交违约欠费信息至
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并加载于其征信数据库系
统中。 企业单位恶意拖欠水费3个月以上，
其不良信用记录将被记录在案， 永久不得删
除。 用水单位一旦产生不良信用记录， 将直
接影响其银行贷款和利率。

据长沙供水公司副总经理李波翰介绍，长
沙市目前有企业单位用水户近10万户， 其中
1000多户存在拖欠水费现象。 今后，供水公司
将根据用户的信用记录调整用户的缴费方式，
对于信用良好的用户可以采取“先用水， 后付
费”的缴费方式，对于有不良记录的用户则只能
采取“先付费，后用水”的消费模式。

长沙将企业单位用水信息纳入征信系统

信用良好：先用水，后付费
不良记录：先付费，后用水

� � � �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肖强 ）长沙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今
天通报，2017年长沙共有58名驾驶员因
为交通事故被终生禁驾， 包括10名“90
后”年轻人。

当天，岳麓区交警大队通报了一起终
生禁驾典型案例。 2013年12月29日，肇事
者孙某在枫林路麓山医院门口前的人行
横道线上，驾驶一银灰色奇瑞小车将行人
周某撞伤后逃离现场，此后，他一直隐姓
埋名，四处藏匿。 岳麓交警大队历时4年，
披荆斩棘跨数省终于在今年9月28日将肇
事者孙某抓获。 民警介绍，因孙某涉嫌交

通肇事罪，将被依法终生禁驾，同时还将面
临有期徒刑。

“发生交通事故后，应保护现场，积极
抢救伤者并报警处理。 ”岳麓交警大队122
中队副中队长李仕生表示， 被终生禁驾有
两种情形： 一种是因为饮酒或者醉酒驾驶
机动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 另一
种是因为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构成犯罪。
上述两种情形都是严重、恶性的违法行为，
对公共安全危害大， 导致人员伤亡或财产
损失后果严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因此按
照公安部《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
明确终生不得再申请驾驶证。

长沙58人因交通事故被终生禁驾

� � � � 12月 18日，
桃源县郑家驿乡
青铜溪村德成希
望小学，学生在玩
游戏。

肖洋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