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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葱销售收入4.1万元，外出帮人种香
葱拿到工资9000元……”1月3日，郴州市北
湖区石盖塘街道小溪村村民田忠对2017年
的收入进行“盘点”，心里喜滋滋的。

据了解，小溪村有600多户村民种香葱，
2017年共种植香葱1000多亩， 家家户户收
入颇丰。

小溪村地势开阔平坦、气候温和，土壤富
含锌、硒等元素，种出的香葱味香、酥脆、耐贮
藏，深受市场欢迎。虽然此前村民也有种植香
葱的传统，但小打小闹，经济效益并不明显。

近年来，在石盖塘街道帮助下，小溪
村因地制宜， 把香葱作为支柱产业来抓。
一边不断完善机耕道、 水渠等农业
基础设施， 一边成立专业合作
社、注册“小溪香葱”商标，打开
销路、打响品牌，全村香葱
种植规模、 经济效益显著
提高。

石盖塘街道办事处主
任柏涛介绍， 近年小溪村
香葱年种植面积保持在
1000亩以上， 所产香葱占
据了郴州城区市场“半壁
江山”， 每年还销往外地100
多万公斤，2017年收入超过
1000万元。

眼下，正是小溪村香葱新一
轮种植忙碌时节， 一望无垠的葱田
里，村民们撸起袖子在拔葱、开沟、
翻土、刮畦、移栽，不时飘来阵阵清香。

“这些香葱一部分运往本地罗家井市
场、 七星大市场， 一部分发往广东广州、东
莞。”正在洗葱的村民田四发告诉记者，村里
马上要开通公交车了，一天3趟，以后进城卖
香葱更方便了。

今年67岁的田四发是香葱种植能手，对

防治香葱酸酶病、灰酶病等很有一套，每年
他家种的香葱能卖4万多元。

通过种植香葱，小溪村村民大都走上了
致富路。大家腰包鼓了，对改善村容村貌舍
得投入。近几年，他们不等不靠，先后筹资
600多万元，修路、改厕、绿化、建垃圾池等，
共硬化村组公路10余公里，建垃圾池、休闲
亭子、花园40多个，并拆除危旧房120多栋、
改厕400多个。

走在小溪村， 一栋栋小洋楼拔地而起，
房前屋后干净整洁,“富绿美” 的小溪村让人
赏心悦目。该村已被评为省级新农村建设示
范村，正昂首阔步走向更美的未来。

湖南日报1月4日讯 （记者 姚学文 通讯
员 李慧）1月3日， 长沙市天心区教育局召集
在北京、上海、江苏等地名校挂职锻炼的14名
校长开展汇报研讨。 大家就注重学校内涵发
展、提升教育品质各抒己见，建言献策。

据介绍， 派校长到外地名校进行挂职锻
炼，是天心区提升教育内涵发展的举措之一。
近年来，天心区在大手笔实施教育外延发展，
开展三年行动计划，新建、扩建、提质一批学
校硬件建设的同时，格外注重学校内涵发展。
校长是学校发展的“领头雁”，一个好校长，往
往就是一所好学校。为此，天心区重点抓好对

校长理念、能力的培训。从2013年开始，该区
与有关单位、科研机构合作，实施“教育家工
程”。遴选30名校长，作为未来教育家进行系
统培训。聘请张楚廷等专家、教授，定期对他
们进行辅导。分成学生培养、课程发展、学校
管理等课题组，开展专题研讨。每年举办一次
校长论坛，交流心得，畅谈体会。同时，抓好对
学校行政人员和骨干教师的培训。每年暑期，
区里都要拨专款， 派五六十位行政人员和骨
干教师，到清华、北大、华东师大等高校深造。
至今已坚持了5年。

学校唯有特色， 方能形成品牌， 彰显优

势。为了使学校注重自己的特色，该区专门提
供5万到20万元不等的校长办学特色经费支
持。区教育局也制定了系列激励措施。如今，
该区每所学校均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铜铺街
小学的环保教育、小古道街小学的礼仪教育、
天鸿小学的足球教育等都在全省乃至全国有
名。书院小学2016年8月起，将五子棋教育作
为学校特色办学项目之一纳入校本课程，并
获得教育局校长办学特色经费重点支持。
2017年5月， 该校被湖南省棋协评为五子棋
特色学校， 并组队参加湖南省第二十四届棋
类锦标赛，获得五子棋团体第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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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月4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
员 李贵 ）“我们2017年通过移动互联网，实
现销售收入400多万元， 占公司销售总收入
的10%。”1月3日， 位于郴州市苏仙区的湖南
凤楚食品公司董事长胡建华介绍， 通过电商
平台， 公司把栖凤渡鱼粉卖到了全国各地，
2017年销售额比上年增长二成多。

近年来， 苏仙区为做大做强特色农业
产业，以“互联网+”为抓手，线上线下“双
轮驱动”，促推农业与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该区打破“一家一户”分散式经营的传统模
式，以“互联网+基地+订单农业”为突破
口，带动发展了15个千亩连片种养基地，包
括菜岭村禾花鱼、五盖山红薯干、扶塘村生

姜、坳上村蔬菜、长冲铺村葡萄、上洞村雪
莲果等。借助有缘千里、金朵高山菊、芝草
农业等电商平台， 对农产品进行线上统一
推广和线下统一配送，每天为广州、深圳、
上海等地提供生鲜农特产品， 实现了公司
与农户双赢。

苏仙区还组织相关电商公司与宣传、农
业、供销、扶贫等部门，联合开展“苏仙农特产
品商城” 电商平台建设， 线上线下联动举办
“农产品电商节”“特色农产品赶集会” 等，让
农产品直接进入市民家中。同时，结合惠农综
合服务工程建设，在全区构建区、乡镇、村上
下贯通的三级电商惠农综合服务体系， 目前
已建成良田、 坳上2个镇级电商惠农服务中

心，及良田镇陈家湾村、两湾洞村、桥头村，许
家洞镇兰王庙村、荷叶坪村、朱梓塘村等6个
村级电商综合服务社，2018年将实现乡镇、
村全覆盖。

目前，苏仙区已有10多家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实现“互联网+”。2017年，全区农产品
通过各类电商、 微商平台， 预计实现销售额
6450多万元，比上年增长30%以上。

教育提质从“头”抓起
天心区注重内涵发展提升教育品质

特色农业凭“网”做强
苏仙区借助“互联网＋”做大做强农业产业

湖南日报记者 戴勤 通讯员 袁光宇

“快去看看，我家‘疯子杨’又搞了一个
新发明！”1月3日， 在邵阳市大祥区城北路
街道遥临社区， 社区居民王红大嫂见到记
者，兴奋地招呼。

“疯子杨”大名杨永年，2017年4月从
邵阳市公安局大祥区分局退休。从2000年
起，他把自创的马上枪术耍到深圳，参与打
转459公斤的“九一八雪耻陀螺”，创造了
吉尼斯世界纪录。他还改良玻璃弹子球桌，
吸引很多邵阳人乐不思蜀……这个“疯子
杨”，这次又玩出什么新花样？

走进杨永年家，温馨的一幕跃入眼帘，
只见他正在屋内带着两个婴儿玩。“我去年
4月退休， 当月女儿就生了一对双胞胎。为
了两个孩子能够健康成长， 我发明了这套
‘婴儿辅助运动器’。”杨永年指着屋内的一
套运动器材，开门见山地说。

原来，杨永年在家担任“全职外公”后，
吸取从前一位同事因为长时间让女儿使用

普通学步车而落下罗圈腿的教训，经过5个
多月反复思考和试验，刚好在两个外孙女6
个月大开始学习爬行时， 开发出一套辅助
婴儿运动的新型装置。

记者看到， 这套装置由4个部分组成：
铸铁底座、不锈钢弯杆、宽幅松紧带、学步
带。

杨永年作了演示。 他将学步带系在双
胞胎姐妹中的老二背上，借助“婴儿辅助运
动器”的弹性，老二在气垫围栏里自由玩耍
和运动，有时即使来个“嘴啃泥”也毫发无
损，爬起来继续开心地又蹦又跳。

“我自己带大了2个儿子，又到邵阳帮9
个家庭带过孩子。 杨叔叔这种让孩子学爬
行的方式，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办法。”杨永
年家聘请的保姆王财香说。

“这套发明有利于孩子身心健康成长，
也能减轻看护人劳动强度。 现在我们国家
已放开二孩生育， 我希望有人能把我这个
发明转化为商品，相信一定会畅销。”杨永
年笑着说。

湖南日报1月4日讯（记者 邹仪 通讯
员 陈卓韬）今天，永州市监察委员会揭牌
仪式举行。当天上午，永州市纪委、市监委
第一次干部大会召开。永州市委书记、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李晖要求市纪委、 市监委提
升政治站位，做对党忠诚的表率，着力净化
政治生态、强化作风建设、推动决策落实、
保持反腐高压态势。要突出自身建设，在新
考验中塑造新形象。

2017年12月27日， 永州市检察院向市
纪委移交了相关资产和案件线索，30名市检
察院转隶人员全部到位。2018年1月1日，永

州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召开，
永州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杨永当选市监委
主任。1月2日下午， 永州市第五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任命： 蒋俊林、
黄薇、 盘晓波为永州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
卢锦江、何红喜、屈芳玲、唐元、曾瑶平为永
州市监察委员会委员。在市人大常委会全体
委员的见证下，接受任命的市监察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庄严地向宪法宣誓。

目前，永州市纪委、市监委共有19个内
设机构，其中纪检监察室由改革前的6个增
加到改革后的9个。

永州市监委挂牌成立

湖南日报1月4日讯（记者 曹辉 通讯员
毛喜平）1月3日上午， 湘潭市十五届人大二
次会议开幕，湘潭市市长谈文胜代表湘潭市
人民政府向大会作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
很多人注意到， 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封底，
多了一个“湘潭微政务”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通过手机微信扫一扫功能，即可关注并进入
公众号，点击“微互动”，政府工作报告、民生
实事完成情况等内容一应俱全。

“湘潭微政务”是湘潭市政府官方微信
公众号，由市政务服务中心具体负责运营。
运行一年多来， 该公众号已经成为大家及
时了解掌握政务资讯的重要渠道。 根据湘
潭市政府的部署和安排，湘潭市“两会”期
间，在政府工作报告封底特别印制了“湘潭
微政务”二维码，并在“微互动”栏目新增

“政府工作报告”“民生实事”“聚焦‘两会’”
3个子栏目，向与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进
行推广，便于大家更好掌握有关信息，更好
参政议政。 同时， 通过微信公众号及时把
“两会”的相关信息传播给广大市民，打造
指尖上的“两会”专栏。

“这种方式很好，扫一扫就能看到政府
工作报告， 方便参会的代表与委员多方位
多渠道了解政府的工作情况， 这也体现了
政府与时俱进、主动接受监督的态度。近几
年来， 湘潭市从政府工作报告增加名词解
释和附件， 到多份报告印上二维码延伸阅
读，这些做法都非常接地气、非常亲民，是
政府愈加开放自信的姿态，是‘互联网＋政
务’的又一次生动实践。”正在参会的湘潭
市人大代表莫永恒说。

政府工作报告印上二维码

湘潭打造指尖上的“两会”专栏

湖南日报1月4日讯（记者 徐德荣 通
讯员 许钧）近日，衡阳市出台《促进招商引
资工作的若干措施（试行）》，制定了招商引
资“黄金30条”，进一步释放政策红利。

该《措施》从降低用地成本、减免建设
收费、支持招大引强、扶持新兴产业、支持
科技创新等9个方面， 制定了30条政策措
施，促进招商引资。如对新引进的生产型世
界500强企业、新引进的总部经济企业，头
3年按实缴“两税”地方留成部分100%的标
准给予奖励； 对新引进的符合当地产业发
展规划和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控制标准
的工业类项目用地，通过“招、拍、挂”方式

公开出让， 其土地出让价格按照全国工业
用地出让最低标准的70%挂牌； 对新引进
符合当地产业发展规划的生产性企业租赁
标准厂房的，自投产之日起2年内，给予其
厂房租金全免奖励；对新引进的获得国家、
省产业发展扶持和奖励的先进制造业项
目， 分别按照国家、 省奖励金额的70%、
50%给予资金配套支持等。

“这次《措施》出台，是实实在在‘让利’
企业， 进一步吸引和鼓励投资者来衡阳投
资兴业。” 衡阳市商粮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措施》将有力促进衡阳经济快速发展和转
型升级，加快打造省域副中心城市步伐。

衡阳出台招商引资“黄金30条”

湖南日报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黄志东 黎实

精准扶贫进瑶山，千年瑶寨换新颜。1月1
日， 江华瑶族自治县湘江乡桐冲口村锣鼓喧
天，喜气浓浓。元旦小长假3天，村民用表演原
生态长鼓舞、唱瑶歌、耍狮舞龙等方式，感谢驻
村扶贫队3年来的帮扶，喜迎2018年到来。

桐冲口村地处瑶山深处，是瑶胞世代居
住的古瑶寨。该村距县城近80公里，全村167
户617人，其中贫困人口97户405人。该村文
化底蕴深厚，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盘王
大歌”“长鼓舞”的传承基地。3年前，湖南省
广播电视台扶贫工作队进驻该村帮扶，目前
该村已实现整村脱贫。

古朴典雅的风雨楼长廊的倒影映在麻

江河里， 宽阔整洁的水泥道路在瑶寨盘旋，
数百个红灯笼点缀在乡村小路旁……走进
桐冲口村，看到的是一幅美丽山水画卷。“扶
贫队来了后，村里有了办公大楼，道路变得
干净整洁，新建的篮球场、瑶韵广场成了村
民健身、休闲的好地方。”说起扶贫工作队，
年近6旬的村支书郑仁辉一脸喜悦。

“扶贫队带领和帮助我们种植小米椒、
小黄姜，养殖黑豚、藏香猪，让我们脱贫的步
伐加快了。”73岁的村民郑仁珍说。

据了解，扶贫工作队驻村帮扶3年来，为
桐冲口村总计投入2700多万元，村里水、电、
路、通讯、路灯等方面问题全部得到解决。通
过易地搬迁、产业帮扶、介绍务工等，让整个
村子实现脱贫。2017年， 村民人均纯收入可
达7000元，村集体收入9万多元。

株洲县
打造地域特色魅力水城

湖南日报1月4日讯（记者 戴鹏
通讯员 熊军 ）近日，株洲县政府与
株洲市城发集团签署合作开发建设
框架协议， 计划投资101.6亿元，在
株洲县建设南洲生态新城项目。该
项目将依托株洲县现有自然条件和
丰富水资源， 打造极具地域特色的
魅力水城。 株洲县南洲生态新城项
目位于该县南洲新区一号道路以
北、渌江以南、京广线以东，面积约
8.4平方公里。

浏阳高坪镇
微信小功能巧解大难题

湖南日报1月4日讯 （记者 王
文隆）“今天的到岗情况良好，没有
一人无故迟到、早退和缺勤。”2017
年12月31日，浏阳市高坪镇纪委书
记王性明用微信的“共享实时位
置”功能结束了这年最后一次对镇
值班干部的到岗情况检查。去年以
来，该镇纪委用这一办法，解决了
干部去向不清的基层老大难问题，
改进了干部作风。

“疯子杨”有新发明

“扶贫车间”助力脱贫
1月4日，道县东门街道东门村，村民在“扶贫车间”里加工鞋子。2017年以来，该县东

门、清塘、万家庄等村建立“造血”式就业扶贫车间60余个，带动农村劳动力7600余人在家
门口就业，其中有建档立卡贫困户1600余人。 何红福 李昊章 摄影报道

盘王大歌长鼓舞 瑶寨脱贫喜气浓

香葱富了小溪村
乡村振兴纪实

� � � � 1月3日， 郴州市
北湖区石盖塘街道小
溪村， 村民在施肥，准
备种香葱。

罗玉霞 摄

安仁
元旦小长假走访贫困户

湖南日报1月4日讯（通讯员 何
文华 记者 李秉钧） 元旦小长假期
间， 安仁县1000余名干部深入农村
走访慰问联系结对的贫困户， 并面
对面核实扶贫手册里记载的收入及

“三率一度”（贫困人口识别准确率、
退出准确率、 结对帮扶覆盖率及帮
扶群众满意度)情况。同时给贫困户
送去生活用品及慰问金等。 此次活
动中，共查看贫困户档案1.1万多份，
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300多个，还梳
理出贫困户需解决的问题200多个。

永州金洞
“森林康养”新年喜迎客

湖南日报1月4日讯（记者 刘跃
兵 通讯员 刘福华） 元旦小长假期
间， 永州市金洞管理区楠木森林公
园，三五成群的游人赏美景，呼吸新
鲜空气，纷纷表示：不虚此行。近年
来， 金洞管理区突出发展“森林康
养”，大力构建“村村有景、处处是
景”的全域旅游新格局。到目前，管
理区发展特色旅游文化村3个、星级
乡村旅游点10余处。新增楠木大道、
1500亩珍贵苗木观赏基地等旅游景
点，大力发展人工养殖娃娃鱼、藏香
猪、 豪猪等为旅游产业配套的规模
养殖场近50个，丰富了“森林康养”
的内容，吸引不少游客慕名而来。

新闻集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