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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电信行业服务质量整体上升
●2017年电信行业业务申诉率下降34%
●涉及不明扣费的申诉率下降50%

肖小秋：雪峰山下
“田保姆”
湖南日报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谢定局 张扬

3月5日，雪峰山下的洞口县花
古街道城南村， 西边晚霞未尽，东
边开始下起了小雨。
“暖阳春来早，正是风调雨顺
时，眼前这块土地能长出一个个梦
想。” 洞口县益农种子有限公司总
经理肖小秋站在窗前，露出了开心
的笑容。
肖小秋深耕农业26年， 人称
“雪峰山下田保姆”。她力推改变传
统农业生产方式，建立水稻种植机
械化、 规模化、 工厂化新模式。今
年，她采取工厂育秧方式，直接种
植水稻3800余亩，服务5万余亩。
“脚踏泥土让人踏实，奋斗不
息让我快乐。”说起这些年的经历，
肖小秋如是说。
“现在的农业，已到了一个改
革的节点，要改变劳力短缺、观念
落后、技术落后、规模不够的状况，
加快推进机械化、 规模化、 工厂

化。” 长期与农业打交道的肖小秋
对农业有深刻了解。
2014年， 肖小秋工作了20余
年的种子公司改制，她带领单位几
名下岗职工创立洞口县益农种子
有限公司，梦想打造一个为农业生
产提供全方位服务的“保姆式”农
业企业。
从公司创立那天起，肖小秋便
带领自己的团队人员，一个村一个
村走访，宣传机械化、规模化、工厂
化新理念， 对农户进行技术指导。
不到半年，她们走了60多个村。
“走访结果很理想，有2000余
亩地肯与公司合作，我兴奋得好几
天没睡好觉。”肖小秋告诉记者，她
马上着手采购农药、化肥等。但到
开春时，大部分农户反悔，不肯与
肖小秋的公司合作了。肖小秋顿时
傻眼了，提前准备的近50万元农资
堆满仓库，怎么办？她一次次上门
与农户沟通，但效果欠佳。那段时
间，她的压力特别大，经常半夜惊
醒，看着仓库里的农资发呆。

为了争取农户的信任，肖小秋
开创性地推出“点菜”“套餐”式服
务， 农户可将田地交公司全程托
管，也可将耕、种、收等项目分别由
公司打理。同时，为提升水稻种植
机械化水平，肖小秋发起成立洞口
县嘉农农机机械水稻种植专业合
作社，购置农机具50多台套、植保
设备200多台套，真正实现育秧、机
耕、机插、机收、烘干、储藏、销售等
全程机械化服务。
肖小秋的新举措，赢得一批种
植大户和农户的信任，他们纷纷与
其公司签订服务协议。但在机械化
推进过程中，又遇到了新的“拦路
虎”。
2015年， 有一个村近100亩农
田与肖小秋公司签约进行机插，机
插的秧苗宽窄不一，很不好看，农户
们不干了，把机插秧苗拔了，自己重
插，不但不给服务费用，还要公司赔
偿。可谁知，等那一季水稻收割时，
机插的水稻获得大丰收。这样，村民
们不再要求赔偿， 还与肖小秋的公

司签订了下一季服务协议。
为推进机械化、规模化，肖小
秋想，如果水稻种植能像工厂生产
一样就好了，既能保证质量又能提
高效率。
去年，肖小秋投资580多万元，
建设智能密室叠盘育秧工厂。与传
统秧田育秧相比，工厂化育秧具有
省秧田、省稻种、省工时以及育秧
周期短、秧苗生长齐等优点，每亩
早稻可增产35至50公斤。
目前，肖小秋的机械化、规模
化、 工业化生产格局基本形成。她
相继在洞口、石江、竹市、高沙、黄
桥等乡镇推行“种粮大户+农机合
作社+企业” 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
务模式，以保底价收购、全程垫付
生产资金、差异化扶持、入股分红
等方式带动农户增收， 已有900余
贫困户实现脱贫。
为推广肖小秋的农业模式，去
年12月， 洞口县种粮大户协会成
立，肖小秋被选为会长。目前，协会
已发展会员130余名。

黄建龙：回家乡建
“皮具城”
湖南日报记者 邹仪
通讯员 李勇 杨雄春

一栋栋标准厂房拔地而起，一
辆辆工程车来回穿梭……3月9日，
蓝山县工业园里的湘江源皮具产
业园工地一片繁忙，100多名工人
正在紧张施工。“6栋厂房，每栋有5
层，6月底完成装修，8月将引进企
业56家。 ”正在施工现场检查的负
责人黄建龙高兴地告诉记者。
黄建龙，蓝山县土市镇埠头村
人。 1994年，刚刚20岁出头的黄建
龙萌生了创业的念头。 他瞒着家
里，搭上了一辆南下贩运生猪的货
车，在猪笼里猫了12个小时，来到
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
初到异乡，黄建龙经人介绍进
入一家皮具厂当起了缝纫学徒。 然
而，工厂不久后就停工了，黄建龙
只得在附近帮农户插田、 摘柑橘，

靠打零工维持生计。
出门在外，举步维艰，有时为
了节约几十块住宿费，他会在猪圈
上方盖几块木板，凑合着过夜。 半
年后， 黄建龙进入洪星皮具厂，承
包皮具包装。
初次创业，黄建龙有使不完的
劲， 经常加班赶货到凌晨4时，“一
天包装300多个， 一个月出货近万
个，3年赚了12万元。 ”
带着创业第一桶金，1999年，
黄建龙创办兴隆皮具厂， 注册了
“兴隆”“蒙倍龙” 等商标， 自创品
牌，直接对接皮具批发市场。
为了保证产品质量， 黄建龙选
用上乘皮料， 一针一线缝合都严格
“
兴隆”皮具很
把关。 由于质量过硬，
快打开市场，订单成倍增长。 经过3
次扩厂， 工厂由20人发展到100多
人，年产值增加到2000多万元，黄建
龙成了当地的“创业明星”。

黄建龙创业成功后， 蓝山县到
狮岭镇经商、 创业和打工的人越来
越多， 创办皮具加工和销售企业达
1000余家，狮岭镇崛起了
“
蓝山村”。
在外多年，心向家乡。 事业有
成的黄建龙一直想为家乡做点事
情。 2014年，时任蓝山县县长秦志
军到狮岭镇招商引资，与黄建龙不
谋而合。“把‘皮具城’搬回家，让蓝
山人在家门口上班。 ”干事风风火
火的黄建龙，当时就找来一些在狮
岭创业的老乡商量。
一开始，有人担心家乡政策不
如外面的好， 招工不如外面方便，
黄建龙把蓝山县招商引资优惠政
策文件带到狮岭。“政府打包服务，
大家尽管放心。 ”黄建龙经过一家
一家上门做工作，总算打消了大伙
的顾虑。
2015年10月， 蓝山县政府与
蓝山在狮岭创业人员正式签订协

议，由黄建龙任董事长，总投资10
亿元的湘江源皮具产业园项目正
式落户蓝山。 产业园建成后，预计
年产值达10亿元， 能解决5000多
人就业。
湘江源皮具产业园项目开工
后， 黄建龙一心扑在项目建设上，
他一边忙着抓施工进度和质量监
督，一边还要帮皮具企业办理入驻
审批手续。 他经常在蓝山和广东之
间两头跑，忙得像飞转的陀螺。 朋
友劝他：“你已经事业有成了，没必
要这么拼。 ”黄建龙笑笑说：“这是
为自己的理想奋斗，为家乡做点实
事，我真不觉得累！ ”
“我要把皮具相关辅料全系加
工企业引进园区，把湘江源皮具产
业园打造成湘南最大的皮具加工
生产基地。 ”谈起今后的发展，黄建
龙信心满满，“同时，全程注意环保
问题，确保零污染。 ”

今年首批国债
发行受追捧
利率较去年上浮
湖南日报3月13日讯 （记者 陈淦璋）
今年第一批储蓄国债已于3月10日开
卖。 记者今天从省会银行业获悉，这
是时隔4个月后国债再次发行， 本批
国债利率较上一批有所上浮，且最大
发行额又有减少，市民购买国债的热
情依旧高涨。
据 财 政 部 安 排 ，3 月 10 日 至 19
日，今年第一、二期储蓄国债（凭证
式）面向个人发行，最大发行额300
亿元。 其中，第一期150亿元，期限为
3年期，票面年利率4%；第二期150
亿元， 期限为5年期， 票面年利率
4.27%。
今 年 首 批 国 债 可 谓 “价 升 量
减”。 相比去年11月发行的最后一批
国债，利率上，今年首批国债3年期、
5年期分别提高了0.1个百分点、0.05
个百分点；最大发行额度上，本批国
债300亿元，而上一批国债360亿元。
目前长沙地区有17家银行可以
认购国债， 市民可凭身份证前往购
买。 记者采访发现， 国债发行像以
往一样受到追捧， 但整体售罄时间
有所放缓。 理财专家表示， 随着金
融知识普及、 投资渠道变多， 市民
对投资理财也有了自己的主见， 一
部分国债客户已转向银行理财产品
等其他投资方式。

首个机器人管理停车场启用
3月13日， 长沙市雨花区万家丽中路东郡路口， 市民体验由机器人管理收费的停车场。 当天， 长沙首个机
器人管理停车场启用， 全场无人值守， 发票自取。 停车场入口车闸处设置有机器人模样的车辆识别仪器， 机
器人具有语音问候引导、 礼貌表情包显示、 实时高清监控摄像头、 二维扫码、 手机和现金支付、 打印发票凭
条等功能。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长沙2万党员观影《厉害了，我的国》
湖南日报3月13日讯（记者 易禹琳）
今日下午， 在潇湘院线遍布长沙的11
家影城，长沙市直机关1000多名党员
干部观看了纪录片《厉害了，我的国》。
据悉， 这是长沙市直机关创新举办的
“
主题党日”活动。 自3月13日至3月27
日，长沙市委宣传部、长沙市直机关工
委、 长沙市文广新局将陆续组织长沙

市直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两万名党员
干部集体观看《厉害了，我的国》。
大型纪录电影 《厉害了， 我的
国》，首次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
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
新发展理念下取得的巨大成就全方
位一一呈现， 自3月2日上映以来，
票房已突破2亿元。 截至3月12日，

潇湘院线已累计排映3082场，观影
人次超过8万，票房超过247万元。
今天下午，记者在CGV影城岳
麓店看到，长沙市检察院、长沙市城
管局等市直机关单位的党员干部早
早来到影院等待观影， 当银幕上震
撼呈现中国桥、中国车、中国路、中
国港、 中国网等超级工程及背后故

事，人们屏住了呼吸，啧啧赞叹。 很
多人向记者表示，看了影片，中国人
的自豪感和使命感油然而生。
据介绍， 除长沙市直机关的213
场观影活动外，长沙各区县（市）也将
组织企事业单位党员干部集中观看
该片。 为惠及更多人群，潇湘院线决
定把《厉害了，我的国》纳入长沙市残
疾人、中小学生、老年人、城镇低收入
居民等特定人群的优惠观影活动范
畴，共同感受祖国的强大。

湖南日报3月13日讯 （记者 邹靖方
通讯员 何智平）记者从湖南省通信管

理局今天召开的电信行业行风建设
暨纠风工作电视电话会上获悉， 我省
2017年度电信行业业务申诉率为每
百万用户26.19人次， 同比下降34%，
涉及不明扣费的申诉率为每百万用
户1.5人次，同比下降50%，我省电信
业务用户满意指数总体达到满意水
平。
从2016年末到2017年末， 全省行
政村光纤网络通达率由不足70%提升
至98.22%，4G网络覆盖率达到99.76%。
我省固定宽带用户平均实际可用下载
速率达18.94Mbps, 为2016年底的两
倍；4G移动用户实际可用下载速率达
到17.84Mbps。 通过取消手机国内长途
和漫游费，2017年全省通信企业在移动

资费方面给用户让利近9亿元。
在防范通信诈骗方面， 我省不断
加强技术手段建设， 完善防范信息诈
骗系统功能。 2017年，共拦截诈骗电
话563万次，处置诈骗短信329.7万条，
有效劝阻受害用户1454名，现场挽回
直接经济损失312万元。
据 省 通 信 管 理 局 介 绍 ，2018 年
内，将全面完成第三批1205个电信普
遍服务试点村和991个网络扶贫任务
村光网建设， 力争实现全省行政村光
纤宽带网络100%通达、4G网络100%
覆盖。 积极落实国务院的要求和工信
部的部署，在2018年7月1日以前取消
移动流量的漫游费， 年内移动流量资
费水平降低30%以上， 持续降低家庭
宽带、中小企业宽带和专线使用成本，
更多让利于民。

月桂聊天

本周阴雨天
“唱主角”
气温前高后低，注意春播作物田间管理
湖 南 日 报 3 月 13 日 讯 （ 记 者
周 月 桂 通 讯 员 蒋 丹 ） 本周剩下的

时间， 湖南几乎都是阴雨天。 今天开
始将迎来两轮降水过程， 气温前高后
低。 春耕时节， 要及时关注天气， 做
好春季作物的播种和田间管理等工
作。
省气象台预计，14日至15日大部
地区以小雨为主，局部中到大雨；较强
降水将在周末来袭， 并伴有雷电等强
对流天气。 气温方面，15日前气温起
伏不大，维持在常年同期偏高的水平；
16日至18日受冷空气分股南下影响，

气温将下降6至8摄氏度，请注意适时
调整衣着，谨防感冒。
气象专家提醒， 3月中旬阴雨日
数较多， 各地应利用降水间歇及早做
好春玉米、双季早稻的整地、播种准备
工作，以确保春耕生产顺利进行；由于
前期土壤过湿， 需抓住降水间隙清沟
沥水，排湿降渍，以增加土壤通气性，
保障作物根系的生长发育； 同时加强
对油菜、早春蔬菜等的田间管理，在出
现强对流天气之前， 做好棚架加固工
作， 防范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农
业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

强军兴军新征程

看，他们这样打造
国防“预备军”
湖南日报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吴梓黄 田祥

龙城湘乡，湘军故里，素以崇军
尚武著称。
3月12日上午9时，湘乡市第一中
学举行首届国防班授旗仪式，5000多
名师生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神圣
时刻。
“我宣誓，努力学习文化知识，提
升军政素养，强化体格锻炼，争做新
时代强军逐梦人……” 国防班班长、
高三年级学生舒泰宇从湘潭军分区
战备建设处处长向富生手中接过“湘
乡一中国防班”班旗，国防班44名学
生身着迷彩服，整齐列队，郑重宣誓。
湘乡市人武部部长龙科介绍，首
届国防班按照自愿申请、 政治考核、
成绩考查、体格检查等程序，选择思
想政治过硬、学业成绩优秀、身体素
质合格的高三年级学生组班，可以说
是百里挑一，个个品学兼优。 据了解，
从下学期开始，他们还将面向全市招
收50名优秀初中应届毕业生，从高一
开始就组建国防班。
办好国防班，关键在学校。 湘乡
一中是湖南省示范性普通高中，历史
悠久，国防特色浓郁，近10年共有近
300名学生考取军事院校， 为部队输
送飞行学员近40名。
谈及成立国防班的初衷，校长张
四海在授旗仪式致辞时激动地说：
“我们成立国防班， 就是要集中最好
的师资，投入更多的力量，举全校之
力，真正打造一支素质过硬国防‘预

备军’。”他郑重承诺，学校对国防班学
生学费给予全免，对考取普通军事院
校和飞行学员的学生，将再给予3000
元到10000元不等的奖学金。 湘乡市
人武部政工科科长彭秋明算了一笔
账，仅此两项，学校每年就需投入100
万元以上。
“湘乡历来有军地一盘棋，合力
固国防的优良传统。 ” 湘乡市人武部
政委张明告诉记者，他2017年12月从
外地交流到湘乡任职， 时间虽不长，
却被这里浓厚的国防氛围深深感染。
人武部“一班人”达成共识：“地方各级
如此重视，我们更不能懈怠。 ”为把首
届国防班办出特色，人武部全程参与
了培养方案的研究制定，人武部主官
亲自担任军事教官，主动协调军地相
关部门，为国防班的成立开辟“绿色
通道”。
翻开国防班培养方案，呈现在记
者眼前的是一条清晰的学习成长“路
线图”：在课程设置方面，文化课以高
考科目为主； 军政训练包括政治理
论、军事理论、军事体育、军事技能等
四个方面，共14门课程、98个学时。 在
报考院校方面，国防班学生以报考军
事院校为主，也可根据兴趣报考其他
重点高校。
今年18岁的丁含光是首届国防
班学生， 再过几个月就要高考了，他
告诉记者：他有一个“小目标”，就是考
取国防科大。 而对于整个国防班，他
们也有个“小目标”：力争通过针对性
学习训练， 首届国防班学生80%以上
考取军事院校。

长沙今年首宗限价地提前
“熔断”
位于梅溪湖片区，住房销售限价每平方米9971元
湖南日报3月13日讯 （记者 陈淦璋）
原定13日挂牌截止的长沙市今年首
宗“限房价、竞地价”地块，经激烈竞拍
后，提前达到最高限价而“熔断”。记者
今天从长沙市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
获悉，截至上午10时，共有4家开发商
报价最高限价85856万元， 将于本月
20日以现场摇号的方式确定最终竞
得者。
出价记录显示， 至3月12日下午
5时38分， 该地块经过29轮报价后就
达到最高限价85856万元， 提前一天
“熔断”。 这是长沙市自去年8月推出
“熔断+摇号” 土拍新政后， 首次出
现在挂牌期间就提前“熔断” 的情
况。
位于岳麓区梅溪湖秀峰路以南、
燕 龙 路 以 西 （C-17 地 块） 的 该 宗

[2018] 长土网009号地块， 出让面积
46519.06平方米，为商、住用地。 挂牌
起始价67183万元，最高限价85856万
元， 限定住房销售价格为每平方米
9971元，要求采用装配式技术进行建
造，挂牌截止时间为3月13日。
根据长沙市“限房价、 竞地价”
操作规则， 竞买人在网上挂牌期间，
只能进行一次有效报价， 且报价不得
超过一个加价幅度， 第一个报价的竞
买人只能按起始价报价； 竞买人在网
上竞价期报价每次只能增加一个加价
幅度； 当竞价达到最高限价时， 停止
网上竞价， 改为现场摇号。 长沙市此
举在于实现楼市平稳健康发展。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18
年1月，长沙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
环比上涨0.4%，同比上涨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