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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周勇军 肖洋桂 姜鸿丽
通讯员 蔡政

3月7日上午，管群英坐着轮椅，早早
来到单位， 召集其部门50名员工开会，动
员他们再接再厉， 使业绩再上一个台阶。
今年1月， 她负责的部门业绩在省公司各
支公司中居第二位。

管群英曾入围“感动中国之湖南人
物”， 被评为省雷锋式巾帼志愿者、 常德市
“身边好人”等。她现在担任太平洋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石门县支公司营销部经理。

1992年， 管群英中专毕业后在一家国
企工作。为改变家乡落后面貌，她响应乡镇
号召，于1993年1月回到家乡石门县所街乡
芙皮峪村担任村妇委会主任。 但当年6月
13日，她在筹集架电资金途中遭遇车祸。

“醒来后发现从腰部以下完全失去知
觉，大小便失禁。医生诊断说，最好的治疗
结果是高位截瘫。”管群英说，她那年才

20岁，正是如花的年龄，出事后整个人完
全崩溃，甚至想到放弃生命。

在她绝望之际，和她相识还只有49天
的男友唐纯清，不顾亲友劝阻，毅然照料
起她的生活起居。这种坚贞的爱情感动了
医护人员与亲友， 也让管群英重拾生命
信心。

然而，管群英坐着轮椅出院时，治疗
花去了一笔巨额费用，而肇事司机家一贫
如洗， 只赔付了400元。 管群英家倾尽所
有，还欠下一笔不小的债务。管群英不忍
家人继续为她操心，思考如何自谋出路。

“不能走路，我还有双手啊！”从小爱
好文学的管群英重拾作家梦，并试着撰写
文章。首篇《不朽的爱》在刊物上发表后，
她兴奋得一个晚上睡不着。后来接连发表
《真爱无价》《我的信仰》等文章。她信心高
涨，生活斗志被激发。她还在村里开起便
利店，边开店边写作。

与唐纯清结婚后，两人通过勤劳的双

手， 小日子越过越好。1996年、2003年，两
个孩子相继出生。 随着孩子渐渐长大，家
中又入不敷出。“树挪死，人挪活。”管群英
说，2006年，她劝说丈夫去县城开出租车，
而她跟在身边照顾上学的大女儿。

“电话联系可以拉到业务，那我也可
以做。”一次偶然机会，管群英得知保险工
作比较灵活， 萌发了进入保险业的想法。
她说，车祸事件中，就因为没有购买保险，
她才拖累了家人。她结合自身经历，通过
电话开展保险营销， 果然说服了不少人，
连远在广东东莞开厂的同学也到她这里
购买保险。

2010年10月，管群英领到进入保险业
的第一笔工资：2896.98元。事隔多年，她仍
清楚记得这个数字。这笔钱，点燃了她新
的梦想，她决定用这笔钱购买一台梦寐以
求的电脑，走进她向往的互联网世界。

可这时，以前欠下的一笔3000元旧债
到期，工资不得不用于还债。在管群英失

望之际，其公司出台一个奖励方案，4天内
签单1.5万元，就奖励一台电脑。管群英得
知这个消息时，感觉喜从天降。她使出浑
身解数，果然拿下了这个奖励。这台电脑
来之不易，她至今保存着。

管群英顽强拼搏的事迹，先后被《人
民日报》《湖南日报》等媒体报道。后来，她
晋升为部门经理。

2016年，在当地党委、政府支持下，管
群英夫妇在石门县城开起了特产专卖店，
销售老家的土特产。2016年底， 他们在县
城贷款购买了商品房， 在县城安了家。去
年，又添置了沙发、电视机、洗衣机等家具
家电。现在，大女儿在读大学，小女儿在读
中学，父母也接到县城一起生活。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不管我们遭遇
了什么，只要努力拼搏，人生一定会精彩！
当然，我能走到今天，离不开各级领导和
亲友对我的支持和帮助！” 管群英说这话
时，脸上露出自豪与感激之情。

湖南芙蓉学校项目
稳步推进

湖南日报3月12日讯（记者 余蓉）近日，湖南省
芙蓉学校项目建设推进会在长沙召开。

芙蓉学校建设是省政府重点民生实事项目，旨
在改善我省贫困地区学校基本办学条件， 从2017年
开始，4年内支持40个武陵山区、 罗霄山脉集中连片
特困县和国家级贫困县， 按照国家有关中小学校建
设标准，每县建设1至2所规模适中、条件达标、风格
统一、办学质量和管理水平较好，主要面向贫困家庭
招生的中小学校。资金由省级资金、市县政府资金和
其他投资等多渠道投入组成。 其中省级资金由省财
政根据各地项目实施进展情况， 分年度对项目县市
给予支持，每个项目县市共补助3000万元。

会上，已着手进行建设的古丈、永顺、中方、石
门、新化、安化等6个县，汇报了项目进展情况以及遇
到的问题。泸溪、凤凰、花垣等34个县市进行项目申
报，重点汇报了前期进展情况以及具体的保障措施。
省政府办公厅、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国土资源厅
等部门提出了指导意见。

会议强调，要加快进度，提高主动性与积极性，确
保到2020年所有芙蓉学校都能投入使用并发挥效益。

长沙全力构建
对外开放大格局

今年力争完成进出口额
160亿美元

湖南日报3月12日讯 （陶芳芳 陈
志群 ）今天，长沙市举行2018年商务
工作会议。会议透露，长沙今年力争
实际利用外资57.6亿美元， 同比增长
9.7%；力争完成进出口额160亿美元，
同比增长15%， 全力构建对外开放大
格局。

在省、 市高位推动构建全面开放
新格局的大背景下，2017年，长沙商务
系统精准发力， 制定出台开放型经济
政策文件， 开放型经济专项资金由
2700万元增加至1亿元；积极对接“一
带一路”建设，阿治曼中国城等重点境
外经贸园区和湖南尔康（柬埔寨）农产
品加工园区有序推进，伟创力、中信戴
卡等一大批“百亿级”外向型项目成功
落地；全面推广通关通检全国一体化，
无纸化报关报检率达到99%以上，货
物通关时间压缩三分之一；新开通长沙
至莫斯科等定期国际客运航线10条，
黄花机场快件监管中心通过验收，口
岸体系建设不断完善。长沙2017年实际
利用外资52.5亿美元， 同比增长9.1%；
实现进出口额138.9亿美元，同比增长
26.9%。

据了解，今年，长沙将围绕工程机
械、 汽车等22条新兴和优势产业链制
定招商“政策包”，目前， 2018年长沙
主要招商活动计划、 主要外经贸拓展
活动计划等已制定下发，全年共计划
在国内外铺排各类商贸活动100多场
次。此外，积极申报中国（长沙）跨境
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并以湖南湘江
新区、 东部开放型经济走廊为依托，
强化口岸等各类平台支撑作用，力争
年内开通3条以上国际客货运定期航
线，按照一类铁路口岸的标准建设霞
凝货场二期海关特殊监管区，完成中
欧班列（长沙）运营主体重组，逐步实
现每周去程4班、回程2班往返稳定均
衡对开。

前2月我省进出口
增幅超5成

对东盟、欧盟等增长迅猛，机电产品、
高新技术产品为主要进出口产品

湖南日报3月12日讯 （通讯员 欧阳静子 记者
周月桂）据海关统计，2018年1至2月，湖南省进出口
总值377.9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同期增长51.1%。其中，
对香港贸易额小幅下降，对东盟、欧盟等增长迅猛，机
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仍为主要进出口产品。

据统计，1至2月， 湖南省对香港贸易额为44.7亿
元，下降2.6%；对美国贸易额42.1亿元，增长84.6%；
对日本贸易额19.9亿元，增长43.8%。同期，湖南省与
东盟（10国）贸易额48.9亿元，增长1.1倍；欧盟（28国）
双边贸易额为50.4亿元，增长96.2%。

出口方面，1至2月，湖南省出口机电产品102.5亿
元，增长44.9%，占同期全省出口总值的四成多；出口
高新技术产品30.6亿元，增长25.5%；出口传统劳动密
集型产品50.3亿元。进口方面，机电产品为主要进口
商品，占同期全省进口总值四成多，高新技术产品进
口增幅达82.5%。

� � � � 湖南日报3月12日讯 （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吴冬 王曲波）为促进全省保健食
品行业健康发展、切实保障广大消费者食
品安全和健康权益,以“抵制虚假宣传，杜
绝欺诈营销，提倡自律诚信，倡导放心消
费”为主题的省保健食品行业诚信自律倡
议行动今天在长沙举行。

活动现场，省食药监局负责人通报了

2017年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等11部
门开展全省食品安全“护老行动”工作情
况。全省食品安全“护老行动”成效显著。
去年全省食品生产环节检查29家保健食
品生产企业、2980家普通食品生产企业，
发现问题企业378家，立案查处案件25起。
食品流通环节检查企业19641家， 发现问
题企业477家，立案查处案件56起。稽查环

节全省共查办案件499件， 移送公安机关
32件，累计货值金额2亿多元。

长沙保健品行业协会会长单位长沙
高桥中药材市场总经理夏淑春代表湖南
保健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现场宣读了《湖南
省保健食品行业诚信自律承诺书》， 湖南
佳信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代表湖南省保
健食品生产企业作承诺发言。

管群英：轮椅上拼出精彩人生

省保健食品行业倡议诚信自律

� � � � 湖南日报3月12日讯 （记者 陈淦璋）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曾被认为是“贵族
收藏”的贵金属纪念钱币也越来越常见。
3月11日， 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开展
“3·15金融消费者权益日” 宣传， 专家提
醒，“纪念币”“纪念章”仅一字之差，价值
相差却不小，有收藏爱好的市民要注意防
范虚假广告宣传。

从外形看，贵金属纪念币与纪念章很

相似。但两者最主要的区别是，在纪念币
上必须铸有面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
和铸造年号，而纪念章没有面值。

人民银行专家介绍，纪念币作为国家
的法定货币，通常必须经央行授权并由国
家造币公司铸造，铸造发行数量从一开始
就受到严格控制， 权威性远高于纪念章。
而民间铸造的纪念章，不允许雕刻上“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名，销售渠道和市场可

销售量的随意性很大。
据了解，当前的“纪念钱币陷阱”分为

几类：一是夸大宣传、虚假承诺，如宣称
“史无前例”“绝版发行” 等； 二是以章充
币、偷换概念，如采用中国题材附“贸易美
元面值”的手法混淆概念；三是用长时间
的“温情攻势”打动老人，取得老人信任后
进而行骗；四是以次充好、以假乱真，采用
价格较低的金属材质，通过镀金、镀银等
方式制作；五是直接对贵金属纪念币进行
伪造，并伪造各类鉴定证书。

在省会收藏界人士看来，除了极少数
艺术价值很高的纪念章以外，大部分的纪
念章收藏价值较低，建议谨慎购买。

“3·15金融消费者权益日”———

“纪念币”“纪念章”差别巨大

春色如画
醉游人
3月12日，湖南省森林

植物园， 游客徜徉在烂漫
樱花树下， 感受春天的美
好。阳春三月，气温不断回
暖， 我省大部分地区已经
进入赏花踏青的好时节。
各色各样的花朵竞相绽
放，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
游客们陶醉其间， 享受春
游的惬意。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彭炜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