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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向冯

元宵节到来， 铁路迎来新一轮客流高
峰。 3月1日，长沙火车站，旅客丁琴带着80
多岁、 行走不便的父亲来车站准备坐车去
武昌。进站后，身披“学雷锋服务队”绶带的
工作人员推来轮椅， 一路护送他们安全上
车，并交代列车长予以重点照顾。

这是长沙火车站学雷锋服务的一个剪
影。 作为雷锋家乡的火车站，自1963年毛主席
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以来，
长沙火车站始终将“雷锋精神”融入客运服
务中，让旅客乘车出行更温馨。

20世纪60年代，虽然当时条件简陋、设
施设备也不齐全， 但车站创造条件设置了
重点旅客候车室， 由此掀起了雷锋家乡火

车站学雷锋的服务热潮。
80年代， 车站将重点旅客候车室打造

成为铁路服务社会的“学雷锋”服务品牌。
“168”号客运员、全国劳动模范梁政辉成为
湖南省学雷锋标兵。

90年代起，客运员朱艳、彭华容等成为
学雷锋服务明星。

2000年初至今， 车站涌现出陈小勇、
廖劲宇、冯伟等学雷锋典型。

岁月更替、时代变迁，但长沙火车站弘
扬“雷锋精神”的传统从未改变。

如今，走入车站候车室、进站大厅，可
见窗户上贴有雷锋头像的剪纸， 灯箱上印
有名人题词，展板上印有雷锋日记，广播里
播放“学习雷锋好榜样”的背景音乐……

“这些小细节能潜移默化地影响旅

客。 ”长沙火车站党委书记陆开永介绍，为
宣扬雷锋精神，车站大力改善设施、改进服
务，让人文环境感染旅客，让文明出行成为
风尚。

今年春运，“小勇爱心服务驿站”“爱心
妈妈屋”“芙蓉温馨岗”“旅客服务中心”等
一批学雷锋服务品牌， 以及学雷锋活动小
组、青年志愿者服务队、党团员志愿服务队
等不同类型的学雷锋服务小分队， 坚守岗
位， 全心全意为数以万计旅客提供帮扶服
务。

“雷锋精神，长沙站将永远传承下去。
我们以此为动力， 增强自身使命感和责任
感，只要在岗一天，就要为旅客做好服务工
作。 ”“小勇爱心服务驿站” 负责人陈小勇
说。

� � � � 湖南日报 3月 1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江钻）今年春运，湖南高速公路首
次推出了手机支付通行费服务。今天，省高
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发布，截至3月1日，
全省已有68个高速收费站支持扫码付费。

今年春运以来， 我省率先在省界、长
株潭城市群以及车流量大的其他市州周
边的300条收费车道，启用手机扫码缴费
功能。

车主拿出手机，打开支付宝，将付款二

维码对准扫码枪，即可完成缴费，整个过程
仅需6秒。

按照总体进度安排，到今年6月，全省
所有人工收费车道均可支持手机扫码支付
功能，并增加微信、银联等平台支付功能。

湖南日报记者 沙兆华

人勤春来早，功到秋华实。
2月28日，正月十三，省妇联驻隆回县司

门前镇湴塘村帮扶工作队队长付瑞芳站在
村头，久久不愿离去，再环视一下那醉人的
田间景色，再看一眼那些熟悉的面孔，这个
春天让她如此留恋。

2015年春天， 付瑞芳就带领着省妇联
驻村扶贫队驻扎到这里，一晃，迎来第4个满
怀着希望和看得见收获的春天：湴塘村人均
纯收入从2015年不足1600元到2017年的
4600余元， 村里呈现出产业发展、 生态宜
居、村风文明的一派美好景象。“村院灯光如
繁星，条条银蛇是路灯；火树银花广场舞，人
间天堂似湴塘。” 村里老党员邹宗文一首打
油诗，写出了整村脱贫后小山村的新气象新
风貌。

如何实现脱贫，有着多年妇联工作经验
的付瑞芳说：以女性特有的细腻和感性来扶
贫。在湴塘村，记者在村手工编织协会里，就
目睹了女性特有的巧手脱贫魅力。

一个钩针，几团毛线，手工钩织出的东
西就足以让人眼花缭乱，爱不释手。年轻的
会长刘琳正带领着10多位姐妹赶一批货，
这是一批婴儿帽订单，姐妹们手中的帽子颜
色鲜艳，钩织花样也出奇出新。

新年伊始，刘琳的淘宝店、微商城里订单
不断，姐妹们手上忙得不可开交。大家嬉笑着
说，以前都是花丈夫的辛苦钱，如今，伸手要
钱的日子没有啦，家里的日子越过越舒坦！

2015年前，刘琳可是连钩针都没碰过，
嫁到湴塘村的她闲在家中，在扶贫队的引荐
下，她赴衡阳学习编织技艺；赴长沙、义乌，
得到了专业的电商知识培训，开始运营淘宝
店。2016年10月， 她毅然挑起了合作社，成

为了村里带领妇女脱贫的能手，并在镇里租
下90多平方米的培训场地，长期免费提供编
织工具和原材料，接待全镇妇女前来学习。

刘琳没想到，自己的巧手能带动一批巧
手。一位94岁的老奶奶学习了一周，就给自
己钩一顶漂亮的帽子。 巧手编织着美丽的
“幸福花”。目前，手工编织协会吸收本村和
外村村民100余人， 培训各地妇女千余人
次。2017年10月，村手工编织协会荣获“湖
南省巧手就业创业孵化示范基地”， 成为我
省妇女巧手脱贫可推广模式。

产业兴，乡村兴。扶贫队进驻后，利用
120多亩的集体荒山， 种植上万株冬枣和黄
桃树苗，建立水果种植基地。通过扶贫资金
带动、村民入股形式，成立湴塘村大蒜种植
合作社、猪血丸子加工合作社。2017年底，合
作社为67户贫困村民共发放股金分红和务
工工资等20多万元，村集体经济从无到有达
到6万元。

1200多万元的民生项目资金让湴塘村
也享受到了电气化、 网络化的新生活方式。
美好生活正改变每一位村民，改变乡村每一
个角落，使乡风淳朴、人心和美。

村民邹了连家离村部有10多里路的距
离，由于独门独户，家境贫寒，她不愿与人交
往。 村里成立了腰鼓队和巾帼志愿者队伍，
动员她参加，没过多久，她就成为了队伍中
活跃分子。2017年8月， 村里准备硬化生产
小道，邹了连主动站了出来，说动丈夫，两人
硬是肩挑手提、挥汗如雨，义务投工投劳上
百个， 将900多米的机耕道全部硬化。2017
年底，她领到村里“最美家庭”奖励牌子。来
到她家里，记者看到这块牌子挂在了堂屋最
醒目的位置， 她说：“永远要珍藏这块牌子，
教育子孙勤劳、进取，也要让后辈为乡村美
起来出力。”

� � � � 湖南日报 3月 1日讯 （记者 奉永成
通讯员 何俊杰 罗舜爱） 为实施成品油消
费税全流程监管，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公告规
定，自2018年3月1日起，所有成品油发票均
须通过增值税发票管理新系统中成品油发
票开具模块进行开具。 今天凌晨，我省首张
成品油增值税专用发票，在中石油长沙销售
分公司开出。

记者看到，新开具的成品油增值税专用
发票与之前的发票相比，票面左上角上多了
“成品油”3个字， 这一小小的变化却给成品

油消费税管理带来了历史性变革。
“新模式开具的成品油增值税专用发票，

是成品油纳税人实施消费税抵扣和退税的有
效凭证，在不改变现行消费税政策、不增加纳
税人负担的前提下，成品油的生产、批发和零
售将全流程纳入增值税发票管理新系统进行
监控。 ”省国税局局长刘明权介绍，为确保成
品油企业3月1日起能正常开具成品油发票，
省国税局倒排工期， 认真做好系统升级等工
作，截至3月1日，全省4380户成品油企业已全
部实现系统升级。

� � � � 湖南日报3月1日讯 （记者 奉永成
通讯员 罗舜爱 肖静琳） 今天，省国税局、
省地税局在长沙联合召开全省税务系统“优
化税收营商环境 提升纳税人满意度” 工作
动员视频会。会上透露，今年，全省税务系统
将重点推出办税“最多跑一次”等38项便民
服务措施。

“为优化税收营商环境，省国税和地税系
统联合制定了38项便民服务措施，将于近期推
出。”省国税局局长刘明权介绍，这38项便民服
务措施包括“最多跑一次”清单、新办纳税人套

餐服务、涉税资料由备案改备查、推行自助办税
服务、简化注销流程和省内纳税人迁移办理手
续和拓展同城通办、省内通办范围等，并将通过
一系列制度安排、流程再造和信息化改造，提升
办税“软环境”。

会上，还对2017年度国税、地税“一窗
一人”联合办税先进单位进行了表彰。“一窗
一人” 联合办税自2017年1月1日全面推行
以来，全省275个办税服务厅均达到了“进一
个厅、排一次队、到一个窗、办两家税”的办
税目的，极大方便了纳税人。

� � � � 湖南日报3月1日讯 （记者 黄利飞） 年
度报告预约披露时间在3至4月的中小板、 创
业板上市公司， 2月底悉数披露了年度业绩
快报。 湘股表现喜忧参半。

唐人神、 爱尔眼科、 蓝思科技等多家公
司业绩大幅增长。 其中唐人神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11亿元， 较上年同期
增长54.63%。 爱尔眼科营收、净利分别为59.5
亿元、7.4亿元，分别同比增长48.75%、32.8%。
得益于公司新产品订单增加、 产品产销量大
幅增长等， 蓝思科技去年实现营收237.6亿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5.94%；净利润21.22亿
元，同比增长76.31%。

去年业绩同比下降甚至亏损的公司也不
在少数。如博云新材2017年业绩同比转亏，亏
损额6241万元；高斯贝尔、拓维信息净利分别
同比下降71.36%、68.42%。

颇受市场关注的千山药机业绩快报显
示， 2017年营业收入3.12亿元， 同比下降
59.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
2.42亿元， 同比下降227.21%。 目前， 公司
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 被证监会立案调
查中； 公司及子公司部分银行账号已被冻
结。

湖南日报记者 杨元崇

2月28日，天气晴朗，中国少数民族特色
村寨———古丈县默戎镇龙鼻嘴村（墨戎苗
寨），停车场停满了各地牌照的车辆，操不同
口音的游人纷至沓来。 据统计， 墨戎苗寨
2017年游客接待量突破72万人次，旅游收入
接近1亿元。

“每天都有这么多客人吗？”记者问。“平
均每天有3000多名游客到村里来。” 墨戎苗
寨“绿色野人”清吧老板石泽广回答。

墨戎苗寨旅游缘何这么“火”？墨戎交通
优势明显，位于S229省道旁，永（永顺）吉(吉

首)高速及张花高速连接线过境，且永吉高速
古丈出口距墨戎仅20分钟车程。因处在张家
界———凤凰黄金旅游线路的重要中转点，分
流客源多。今后，随着张吉怀高铁建成，古丈
西高铁站点有望为墨戎旅游带来更加便捷
的交通优势。

人文资源+自然环境， 使墨戎具有吸引
游客的魅力。据考古，墨戎拥有南方长城北段
起点旧址，历史底蕴厚重；四方鼓舞、苗家门
板宴、苗饰艺术……民族文化浓郁。整个村庄
背倚悠悠青山，龙鼻河环村轻盈而过，形成了
“环流太极”自然奇观。寨内屋舍俨然，石板路
干干净净，屋内或是品茗人，或是苗家婚礼表

演者，使人仰头笑看云卷云舒。
因地制宜，走“茶旅结合兴村”的发展思

路，推进百亩茶叶示范园建设，依托自然资源
和交通区位优势发展乡村旅游， 为村民提供
讲解、演艺、餐饮等就业岗位400余个。石泽
广是一位“80后”，他见证了近5年来村里走
“茶旅结合”之路发生的变化，“5年前，村里很
难看到几个年轻人。现在，许多年轻人都回来
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一批利好政策的落
地，使墨戎旅游增添了内生动力。譬如，在各
级各部门、相关专家的重视和支持下，墨戎苗
寨获得“中国传统村落”“中国少数民族特色
村寨”“国家乡村旅游重点扶贫示范村”“湖南
省特色旅游名村”“湖南省美丽乡村”等称号，
为墨戎旅游推波助澜。

� � � �湖南日报3月1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田如瑞）2月28日，雨过天晴，天气回暖。江永
县桃川镇新宅村3组村民田如武， 开着刚买
回的“千里牛”牌大型拖拉机到田里，帮种烟
大户王广福翻耕烟田，给土地“拜年”。他对
记者说：“我这台拖拉机的耕地业务，已经排
到了3月底。”

据新宅村党支部书记田牛满介绍，村里
有320户人家，以前家家户户种香柚、橘子、
夏橙， 每户仅种果树的年收入都在3万元以
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去年以来，果树得了
黄龙病，村民陆续把1000多亩果树砍掉，由
大户租赁，改种烤烟和香芋。年老的在家帮
种烟大户打工，中年人和年轻人外出打工挣
钱。

“过年前，我花了9万多元买了这台犁耙
两用的大型拖拉机，农机惠农补贴了2万元。
每亩田地翻耕一次120元，30分钟就可以翻

耕完毕，一天下来除去油钱，可以收入1000
多元。只要两年春耕，就可以赚回拖拉机本
钱了。”趁着加油的空隙，46岁的田如武告诉
记者，“我今年准备种20亩香芋，按现在的行
市，年纯收入15万元不成问题。”

“国家实行乡村振兴战略，惠农政策越
来越多、越来越好，烤烟收购价格年年提高。
我去年种了50亩烤烟， 接着种一季红薯，纯
收入有20万元。今年，我又来新宅村租100
亩田种烤烟。”春节刚过两天，上圩村的种烟
大户王广福就来找田如武开犁耙田。

机声隆隆，“铁牛”在绿色的田野上欢歌
奔跑，一排排田土翻身倒立，捣碎后的泥土
自动垒成行， 小鸟在翻耕的土地上盘旋觅
食。

据了解，春节刚过，在江永县的广袤田
野上，上万台耕作机陆续下地。“铁牛”欢歌
闹新春，成为当地乡村一道靓丽风景。

走基层
■三湘四水正当“年”·美丽乡村

� �塘村：美丽乡村“美”起来

� � � � 3月1日，长沙火车
站，许多学生拖着行李
箱开始返校。 当天起，
为迎接开学季学生客
流高峰及满足广大旅
客节后出行需求，湖南
地区计划加开临客50.5
对， 主要开往广东、上
海等方向。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通讯员 殷新平

摄影报道

成品油消费税征管“新规”3月1日实施
我省开出首张成品油增值税发票

� � � �湖南日报3月1日讯 （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段婧轩） 记者从2月28日召开的全省全过程
工程咨询招投标培训班暨芙蓉学校建设培
训班获悉： 我省作为全过程工程咨询全国9
个试点省份之一，已将湘江新区等4个地区、
“芙蓉学校”（贫困地区中小学） 等50个项目
列入首批省级试点， 并将湖南省建筑设计
院、中机国际工程设计研究院等一批企业列
入试点名单。

全过程工程咨询，是指业主在项目建设
过程中将工程咨询业务整体委托给一家企
业，由该企业提供项目策划、可行性研究、环
境影响评价报告、工程勘察、工程设计等工

程咨询服务活动。这也是2017年以来建筑业
体制机制改革的一大亮点，可以有效提高投
资决策水平，提升工程质量，节省投资并缩
短工期。住建部于2017年选择北京、上海、湖
南等9省（市）开展为期两年的全过程工程咨
询试点。

省住建厅介绍，推广普及全过程工程咨
询模式，政府投资项目将带头推行。目前，首
批4个省级试点地区包括湘江新区、湘潭市、
浏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石门县。首批50个省
级试点项目包括长沙机场东扩二期工程、岳
阳白杨坡公园提质改造工程等项目及全省
40所“芙蓉学校”。

优化税收营商环境
全省税务系统将推出38项便民服务措施

湖南进入全过程工程咨询全国试点
第一批省级试点名单公布， 政府投资工程将带头推行

长沙火车站：传承雷锋精神55载
春运进行时

68个湖南高速收费站可扫码付费

铁路迎来
学生客流高峰

中小板、创业板湘股
去年表现喜忧参半

蓝思科技营收净利双双
高增长，千山药机亏损2.42亿元

这个村旅游年收入为何近亿元

“铁牛”欢歌闹新春

突击检查元宵质量
3月1日，长沙市雨花区雨花亭街道雅塘村社区，工作人员在超市对元宵质量进行突击检

查。 当天，该社区联合食药监所开展元宵节前食品专项检查，确保市民食品安全。
见习记者 傅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