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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李新春 王景魁

1月23日午休时间，祁阳县职业中
专二年级C585电子商务班16岁的李云
豪忙着通过网络安排公司的工作。 一
脸稚气的李云豪创办了祁阳县淘悦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 自己兼任公司开发
的“淘悦网”、校园购APP技术总监。 李
云豪的班主任王云雁介绍：“李云豪不
但学习成绩名列前茅， 还是全校8000
多名师生眼中的风云人物。 ”

李云豪2001年9月出生，父母是
祁阳县羊角塘镇的农民。上小学三年
级时，李云豪接触了互联网，从此对
互联网“着了魔”。李云豪找来书籍自
学，向老师请教互联网知识。 初一那
年，他用1680元“压岁钱”在淘宝网注
册了一家网店，虽然经营惨淡，却提
升了李云豪的计算机软件编程能力。
2016年，李云豪先后为上海、湖南等
地的6家企业提供网络技术支持。 他
还参加了上海大商创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组织的电商总裁沙龙，萌生了强
烈的创业冲动。

2017年5月5日，李云豪拉上王玉

英等5名初中、职中同学，注册成立祁
阳县淘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创办
“淘悦网”。 创业之初，为了攻克技术
难题，李云豪等经常利用休息时间通
宵工作。 大家带着一台老旧数码相
机、笔记本电脑，利用假日到处邀请
商家入驻网站。 然而，人们望着这群
稚气未脱的孩子，纷纷婉拒。 一个月
过去，入驻商家还是零。 就在李云豪
异常苦恼之际，有人建议：不如专做
服务学生的校园网站。

李云豪顿时“脑洞”大开，以“淘
悦网”为基础，带领团队开发校园购
APP，打造融购物、文学艺术创作、二
手市场等于一体的校园服务平台，
并有针对性地联系相关商家。 终于，
做成了第一单业务。 李云豪说：“那
天，我们6个人兴奋得一夜没睡！ ”

目前， 公司团队发展到30多人，
最高日交易额近2万元。 李云豪还积
极推介祁阳特产， 提升服务质量，吸
引更多同学参与创业。为推广本地企
业家开发的祁阳特产曲米鱼，即使有
同学购买一包售价1.5元的小包曲米
鱼，李云豪也坚持送货。 给女同学送
卫生巾等生理用品时，李云豪等细心
地用黑色塑料袋包装好。 因此，他获
得入驻“淘悦网”的生活用品店店主
郑程鹏连声称赞。 同在祁阳职中的贫
困生郑杰成为公司的配送员后，每月
的生活费有了着落。

道县首个24小时自助图书馆试运行
1月26日傍晚，道县西洲公园的24小时自助图书馆内灯火通明。 当天，道县首个24小时自助图书馆试运行，

该图书馆占地面积20平方米，藏书2000余册。 蒋克青 黄进文 摄影报道

“00后”成校园创客创业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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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月28日讯 （记者 肖军
通讯员 周晓鹏 周磊）1月26日，雨雪交
加，寒气袭人。但溆浦县低庄镇大渭溪村
贫困户颜克方心里暖洋洋的。 在2017年
8月13日发生的洪灾中， 颜克方的房屋
被冲毁， 县里将其纳入危房改造户，目
前，新房已完工。颜克方对前来走访的镇
干部感激地说：“没想到受了这么大的
灾，还能住上新房过新年！ ”

1月中旬开始，溆浦县委、县政府启
动“走村寨、进农家、访民情、解民忧、送

温暖、倡新风”为主题的“温暖过冬、欢喜
过年”新春走访慰问活动。要求所有县级
领导、 县直机关驻村帮扶单位和乡镇党
政负责人、结对帮扶责任人深入贫困村，
实现对贫困户、易地扶贫搬迁户、重点受
灾户及其他特困户走访慰问全覆盖。

溆浦县组织部、民政、残联、妇联、扶
贫办等部门和乡镇还开展了“寒冬送温
暖”专项行动，为贫困党员、孤寡老人、残
疾群众、 留守儿童送去慰问金和过年物
资。 县民政局调集棉被4000床、 棉衣

4200件、棉鞋1200双，在寒潮到来前送
到了三江镇、 深子湖镇等边远乡镇敬老
院老人手中。 县委宣传部为贫困群众免
费赠送了1000台液晶电视，让他们能在
家中过年看“春晚”。 卢峰镇专门采购了
一批食用油和大米， 由结对帮扶干部送
到贫困群众家中。太坪村贫困户张家
忠接过镇干部送来的物资说：“一桶
油一袋米，让我感到好温暖。 ”

在党员干部带动下， 各界爱心人
士也纷纷加入“温暖过冬、欢喜过年”

活动中。县书法家协会组织10余名书法家
走进小横垅乡，为群众免费赠送春联。 大
汉国际影城还组织开展“爱心观影”活动，
免费为环卫工人、重点项目建设者、路勤
民警等长期坚守一线的工作人员送去爱
心电影票，让他们看上一场温馨的电影。

� � � � 湖南日报1月28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赵子勇）“金洞是名副其实的养
生天堂！ ”1月28日，临近年关，到永州市
金洞管理区旅游的人仍络绎不绝。

金洞管理区推进“绿色化、信息化、
景区化”有机结合，加快旅游产业整体提
质。管理区以珍贵树种培育为重点，持续
抓好造林绿化工作， 年均造林1.5万亩，
其中珍贵树种5000亩以上。 该管理区改
变传统造林思维，通过造林来造景，大力

种植彩色阔叶树种， 修复改善以杉木为
主的森林生态系统， 为发展生态休闲旅
游打下坚实基础。通过造林造景，管理区
管委会所在地沿河两岸已成“楠木大
道”，成为又一旅游胜地。

该管理区大力借助信息化平台，发
展“互联网+旅游”“互联网+养生”“互联
网+珍贵树种”等，广为推介金洞丰富的
旅游、养生资源，方便广大游客随时了解
金洞的旅游项目、活动等。同时，加快“景

区化”步伐。每一个项目、每一栋建筑、每
一次决策， 都围绕生态旅游产业发展目
标去努力，使山、水、田、林、路、桥等都成
为景点，保证特色，形成差异，凸显亮点。

近年， 该管理区精心规划建设了金
洞旅游小镇、 白水河漂流及水上运动休
闲带、万宝山森林生态休闲区、晒北滩滨
水休闲度假与瑶族文化体验区、 凤凰－
白果市苗木观光休闲与文化民俗体验
区、 石鼓源－上司源田园生态观光与特

色农业体验区等景区景点， 充分展示了
该管理区独特的养生文化、瑶族风情、漂
流文化等。

到目前， 全域旅游已成为推动金洞
管理区发展、 群众脱贫致富的重要产
业。 金洞镇农民朱波借助旅游业发展，
开了一家农家乐， 年收入达20余万元，
实现脱贫致富。 近3年来， 该管理区接
待旅游人数、 旅游收入年均递增在15%
以上。

衡阳县检察院强化驻所业务规范化建设
看守所久押不决案件清零

湖南日报1月28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陈婉卿 刘魁春）“感
谢检察官，依法维护了我丈夫的诉讼权利。 ”1月27日，陕西省丹
凤县庾岭镇街坊村村民李某辗转乘车2000余公里，来到衡阳县
人民检察院驻所检察室，对检察官们表示感谢。

据了解，近年来，衡阳县人民检察院驻所检察室按照最高检
要求，开展规范化驻所检察室建设，对18大项驻所检察业务进行
规范管理。他们切实落实监管场所各项法律监督措施，保障在押
人员的合法权益，先后帮助当地监管场所制定完善“监管场所械
具使用报告”“在押人员暂存经费管理”等规章制度10余项。 为
确保在押人员诉讼、经济、医疗等合法权益，对监管场所实行月、
周、日检查制度，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衡阳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阳发云介绍，至2017年底，该县
看守所20人次久押不决案件全部清理纠正归零，在押人员控告
申诉件件有着落、有回复。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审查率达100%，
监管场所涉检上访为零。 2017年，该院驻所检察室被最高人民
检察院评为“一级规范化检察室”。

芦淞区建设观光式服饰
智能制造园区

湖南日报1月28日讯 （记者 戴鹏 通讯员 唐盛烁）“我们将打造
一个以智能生产、绿色环保为主要内容，着眼于全产业链生态圈发展
的新园区。”今天，记者从株洲市芦淞区获悉，由广州煦轩实业有限公
司发起，前期投资15亿元的狐轩服饰智能产业园区项目正式入驻该
区。 这是全省首个观光式服饰智能制造全产业链园区。

据了解，该园区一、二期预计投入建设资金共15亿元，以旅
游观光式企业为园区建设目标，依照生态化标准设计建造较大
空间的商贸与生活场所，并采用“大数据信息系统”“机器换人”

“互联网+”等智能化、信息化技术，推动服饰智能化生产。此外，
将建设集研发设计、生产加工、教育培训、交流展示、财务管理、
居住等功能于一体的全产业链生产示范基地。

�无人植保机助力扶贫
西湖管理区免费培训操作手

湖南日报1月28日讯（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刘卫平）近日，
7架无人植保机在常德市西湖管理区西洲乡裕民村上空盘旋低
飞， 当地37名建档立卡贫困村民在植保机教练指导下， 轮流操
作，熟练掌握技巧。

据介绍，无人植保机喷洒农药，具有污染少、作业快、成本低等优
势。 一架无人机一天喷洒面积可达400亩，相当于30个人的工作量，
还可提高农药利用率30%以上。 西湖管理区是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
耕地面积大。 今年，该区特意引进了10架无人植保机。

为促进贫困劳动力就业， 西湖管理区举办了无人植保机操
作免费培训班，吸引近100人参加学习，其中37名贫困村民顺利
成为无人植保机操作手，与相关公司签订了劳动用工合同。村民
何建说，根据就业合同，他们每人每月保底薪酬为2400元，另外
按每亩2元的标准提成。 今年，他家实现脱贫不成问题。

双峰：
贫困移民喜搬新家

湖南日报1月28日讯 （记者 张
福芳 通讯员 肖展发）“搭帮国家的
移民避险解困政策， 我们终于从危
房搬进移民安置新房了！ ”1月28日
上午， 双峰县杏子铺镇梓园村贫困
移民关界高兴地对记者说。 截至1月
下旬， 该县共有330余户870多名贫
困移民喜迁新居。 双峰县有大中型
水库移民2万多人。 近年来，国家大
力实施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
策，特别是2017年，双峰县被纳入全
省大中型水库特困移民避险解困第
三批试点县， 并列入全省为民办实
事考核项目。

走村串户 嘘寒问暖
让群众温暖过冬欢喜过年

“三化”建设推动旅游
造林造景，山水林田路处处皆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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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高新区：
为农民工追回

巨额工资
湖南日报1月28日讯 （记者 颜

石敦 通讯员 王彦雄）“感谢园区为
我们追回了被拖欠的工资，我们可以
安心回家过年了。 ”1月27日，曾在郴
州高新区一家粉末冶金制品公司务
工的老邓告诉记者，他和同事拿到了
公司补发的6万多元工资。据介绍，为
做好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郴州高新
区人社局和劳动监察机构调解人员
实行24小时值班接访制，及时处理投
诉。 2017年以来，该区共处理各类劳
动投诉223起， 为农民工追回工资
2317万元。

�遵法守法 携手筑梦
湘潭启动农民工公益法律服务行动

湖南日报1月28日讯 (记者 蒋睿 通讯员 谢雨芬 周灵)岁
末年初，农民工工资支付问题备受关注。 日前，湘潭市总工会、
市司法局、市律师协会联合启动“遵法守法 携手筑梦”农民工
公益法律服务行动。 即日起，由专业律师和工会干部组成的10
支法律服务分队共40人，将深入农民工集中的企业、乡镇（街
道）、社区及工地，开展公益法律服务活动。

本次公益法律服务行动从今年1月持续至3月， 每支服务分队
由3名律师和1名工会干部组成。 各分队将通过“工地法律大讲堂”
等多种形式，进企业、进车间、进工地，了解农民工法律需求，宣传
法律法规，提供法律政策咨询，调处劳动争议，代理涉法涉诉案件。
同时充分运用互联网技术，为农民工提供线上法律服务。

“帮助农民工朋友维护合法权益， 是我们应尽的社会责
任。 ”湘潭市律师协会会长王莹介绍，这次公益法律服务行动，
全市共有9家律师事务所的30名律师报名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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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宁：
“扶贫夜校”
集中培训干部
湖南日报1月28日讯 （记者 戴勤

通讯员 向云峰 ） 近日， 由绥宁县
卫计局、 人社局、 民政局、 扶贫办
等单位负责人主讲的“扶贫夜校”，
在绥宁县委四楼会议室举行。 该县
在家县级领导干部集中参加， 学习
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居民就医诊
疗“一卡通”、 门诊救助和住院救
助、 扶贫特惠保险等扶贫政策。 这
是该县加快脱贫攻坚的新举措。 目
前， 全县各级各部门已举办“扶贫
夜校” 400多场次。

溆 浦 走村串户 嘘寒问暖
让群众温暖过冬欢喜过年

金 洞
管理区 “三化”建设推动旅游

造林造景，山水林田路处处皆风景

金 洞
管理区

制图/李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