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5月16日讯（记者 肖军 通讯员
易达）俗话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不过，现
在还真有了。5月16日中午， 在怀化市鹤城区挂
有“环卫工人爱心服务站”的徐记大碗饭店里，鹤
城区迎丰环卫所环卫工人黄凤香和几个同事正
在开心地享受免费午餐。

长期以来，环卫一线保洁工人上班时，饿

了就吃从家里带来的饭菜， 累了随意找个地
方坐会儿。黄凤香告诉记者，她家离上班的地
方有3公里远，因此带饭上班或者买几个馒头
吃成为常事。

但从5月14日起， 怀化城区583名环卫一线
保洁人员告别了冷饭冷菜。 鹤城区环卫办负责
人告诉记者，今年2月，根据怀化市政府提出的进

一步提高环卫工人待遇和改善其工作生活条件
的要求，他们组织人员进行了调查，根据就近原
则和约1000米间距标准， 最终确定75家合格快
餐厅为“环卫工人爱心服务站”，环卫一线保洁人
员中午可凭票免费吃上可口的热饭菜， 费用由
政府兜底和社会爱心人士赞助。

免费吃上热饭菜，还有临时休息点。鹤城
区环卫办确定了108处“爱心驿站”，全部由社
会企业爱心支持， 供环卫一线保洁人员临时
休息和饮水。在迎丰路太平桥附近怀仁大药房
内的“爱心驿站”，记者看到里面椅子、饮水机、
纸杯等一应俱全。

告别冷饭冷菜和来回奔波

怀化城区环卫工乐享免费午餐

曙光路跨京广铁路桥
首梁成功架设

� � � � 5月16日上午，中铁二十五局集
团长沙市曙光路（车站路-雅塘冲
路）项目部施工现场，一片40米长、
重150吨的箱梁成功架设在项目跨
京广铁路辅道桥2#墩上并完成安
装。 这是曙光路项目跨京广铁路桥
架的首梁架设， 标志着该项目正式
进入跨既有线架设施工阶段。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湖南日报5月16日讯 （记者 李秉钧）“截
至今天12时，20万张纸制矿博会门票已发售
一空，15万张电子门票通过扫二维码，也已被
领取12万多张。”5月16日，第六届中国(湖南)
国际矿物宝石博览会郴州筹委会有关负责人
介绍， 今年矿博会门票像往届一样， 受到热

捧。
第六届矿博会将于5月18日至22日在郴

州举办，其核心展馆面积12万平方米，设2800
个国际标准展位，将有1000多家企业参展。其
中，国际展商350多家，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
区，比上届增加30多家；国际参展展品近300

吨，是上届矿博会的3倍多。还邀请了30多位
国际知名专业买家、1000多位收藏家以及40
多个国内博物馆、20多个专业协会、100多家
采购公司前来采购。

为方便商家、观众观展、购物，矿博会组
委会根据去年矿博会33.6万观展人次的情况，
制作纸制矿博会门票20万张对外发售。同时，
首次使用电子券，限额发送15万张电子门票，
免费赠送给观众。

湖南日报记者 何淼玲

� � � � 【名片】� � � �
� � � �盛凯，1994年出生，2017年毕业于中南林
业科技大学森林保护专业。每年寒暑假，他大
多在山区或湖区，带着队伍巡查护鸟。他被湖
南省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授予 “最佳候鸟保
护志愿者” 称号， 获2017年斯巴鲁生态保护

奖。 现为湖南省环保志愿服务联合会自然生
态行动中心主任、湖南省护鸟营总营长。

� � � � 【故事】� � � �
� � � �漆黑的夜里，火把四举。成群候鸟自北翩
翩飞来，准备去南方过冬，却在桂东“千年鸟
道”误入捕鸟者架设的“天罗地网”。顿时，哀
鸣阵阵，响彻空山。

这是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绿源”环保协会
所拍纪录片《鸟之殇，千年鸟道上的大屠杀》
展示的画面。2013年刚入大学，盛凯观看这部
纪录片后，这些画面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

“候鸟是大自然的精灵。我要用毕生精力
保护它们！”从此，盛凯与鸟结缘，用行动实践
诺言。

一双运动鞋、一条牛仔裤、一件文化衫，
是他大学四年“服饰标配”。

2014年夏，他加入湖南省大学生护鸟营，
一脚踏进永州道县毛巾田村大山深处， 一待
就是半个月。他和小伙伴们头顶骄阳，挨家挨
户做调查、贴标语、拉横幅、宣讲护鸟法律知
识，唤醒当地村民护鸟意识。

护鸟旅程，充满危险和艰辛。
2016年12月一天深夜，寒风呼啸，盛凯与

新化县森林公安局民警蹲守在湿漉漉的草地
里，准备抓捕回来取鸟的偷盗者。整整两个小
时的蹲守，鞋子湿了，腿脚冻得冰凉。提前得

到风声的捕鸟人最终没有来。 盛凯和民警拆
除了捕鸟人架设的三面包围大网， 数十只黑
水鸡挣脱樊笼，成功飞走。

2017年9月5日， 盛凯随省林业厅调查组
前往蓝山县四海坪参加护鸟行动。入夜，山间
涌起大雾，能见度仅数米，汽车像蜗牛一样爬
行在颠簸盘旋且没有护栏的山道上。夜，越来
越深；雾，越来越浓，汽车终于无法行进。他们
只好下车，打着手电筒，摸索着往前走，抵达
目的地时，大雾早已弄湿了衣裤。

2017年7月11日晚， 省护鸟营接到市民举
报：长沙南湖宠物市场有人非法运送一批鸟类
准备卖掉。盛凯马上联系长沙护鸟营志愿者，连
夜悄悄地蹲守在附近，确保店主无法逃离。

盛凯他们在洞庭湖区建了7座候鸟保护
站。每年冬季，他总喜欢跑到洞庭湖住几天，
与湖区候鸟守护者一道巡查， 看见有人在湖
边行走，都要赶过去问个究竟，防止他们投毒
猎杀鸟类。

盛凯带领团队开展鸟类生态摄影巡展，
获得第四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大学生公
益创客项目金奖，奖金8万元。他分文不取，把
3万元捐赠给湖南省护鸟营， 剩余的5万元则
留给了林科大“绿源”环保协会，支持大学生
开展护鸟行动。

“有候鸟的地方就应该有候鸟守护者。”
盛凯介绍， 湖南省环保志愿服务联合会2011
年发起湖南省护鸟营项目， 现已发展46个团
队、26个县级护鸟营、10座候鸟守护站、10支
村级护鸟队，省级候鸟守护者达119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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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何庆辉 刘从武

5月9日， 宜章县好人协会赤石乡分会会
长谭玉忠和会员到赤石村、曹田村，对陈三三
等13户贫困户进行走访， 并送上大米、 食用
油、慰问金。

陈三三患间歇性精神疾病，丈夫去世，女
儿读小学，母女俩生活艰难。

“好人，你们都是好人，好人会有好报。”
陈三三拉着谭玉忠的手，脸上挂满泪花。

宜章是罗霄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
重点县， 原有贫困村80个、 建档立卡贫困户
23012户，计81012名贫困人口。近几年，该县
通过精准扶贫，群众脱贫步伐明显加快。至去
年底， 全县已有57个贫困村出列，14984户贫
困户、55990名贫困人口脱贫。

今年，宜章创新扶贫机制，依托县好人协
会凝聚社会各方面力量，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

宜章县好人协会成立于2016年底， 现有
企业、学校、医院等理事单位24个，乡镇分会
10个、村级好人工作站2个，有各行各业会员
6400多人。会长谢运良介绍，今年来，协会积
极开展爱心物资募集、爱心义卖、义务支农等
公益活动，撬动更多社会组织参与扶贫。

2月10日，好人协会举办慈善晚会，百捷
利包装印刷、丰德地产、大汉城镇建设、郴建
集团、弘源化工等企业，捐献10万元至50万元
不等，当晚共募集扶贫资金411.06万元。

好人协会带着资金、技术、深情，深入贫
困村、贫困户走访慰问，采取就业、创业、助
学、大病救助等措施进行精准帮扶。

4月17日，好人协会党支部书记、常务副会
长李俊生， 带领会员来到五岭镇樟桥村开展贫
困户调查摸底，并为他们送上大米、橄榄油。

村民黄
家红患小脑
萎缩症，丧失

劳动能力。家里还有年迈的父亲及两个孩子，
孩子一个读大学、一个读初中。家里全靠妻子
黄华丽操持。

了解黄华丽家的情况后， 县好人协会决
定对黄家红进行大病救助。

4月27日，李俊生将6000元钱送至黄华丽
家，黄华丽感激万分。

现在， 好人协会相关负责人已分别对接
了4户贫困户。 协会共对接贫困户731户，计
3000名贫困人口。

对于那些生病、缺技术和产业的贫困户，
好人协会提供医疗救助， 安排他们到仁辉医
院、一六镇医院等会员单位就医。邀请蘑菇种
植能手黄凤兰、“养鸡大王”王水生等，免费给
贫困户传授种养技术，无偿提供菌种、鸡苗，
并负责销售。

通过好人协会的帮助和引导， 如今在宜
章县，贫困群众“我要干事、我要创业、我要脱
贫”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精准扶贫在三湘

众多好人扶贫忙
———宜章县好人协会对接贫困群众731户

湖南日报5月16日讯 （记者 熊远帆）
今天，索恩格汽车部件（中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索恩格”）长沙新工厂正式运营，随
着新工厂和全新生产线的投入使用， 索恩
格今年汽车起动机与发电机的预计产销量
将超过1000万台。

据介绍， 产销量超过1000万台，意
味着中国的每3台汽车中，就有1台汽车
起动机与发电机来自索恩格。 目前，与
索恩格合作的品牌有48家， 广汽菲克、
上汽大众等长沙经开区内的汽车整车
厂商都是其客户。去年9月，由长沙经开
区投资代建的新工厂的主体建筑刚刚
完工， 就有11条生产线立即搬入新工
厂，仅用2个月时间便完成调试，11月份
实现开工生产。

索恩格生产技术管理部负责人潘海鸥
介绍， 新工厂导入了大量工业4.0生产线，

在减少人工的同时，大大提升了生产效率。
如在整流器生产线， 工人只需要把物料放
入设备，所有加工将会自动完成，生产节拍
从24秒减少到了15秒。

在新产品方面， 为满足环保和降低平
均油耗的需求， 索恩格还致力于乘用车和
商用车节能减排技术的创新。 索恩格创新
的能量回收加速辅助系统， 作为一种经济
的混合动力技术， 能够帮助常规内燃机实
现15%以上的节能减排。

据悉， 索恩格前身为德国博世集团起
动机与发电机事业部，2016年在长沙经开
区成立罗伯特博世电机（中国）有限公司并
独立运营，今年1月2日，其正式更名为索恩
格。目前，索恩格还启动了二期项目规划，
正在与长沙经开区进行紧密对接， 预计将
于今年底正式启动建设， 预计到2020年，
索恩格产值将达50亿元。

产业项目涌三湘

索恩格（中国）长沙新工厂
正式运营

预计今年汽车起动机与发电机产销量将超1000万台

湖南日报5月16日讯 （记者 孟姣燕）
今天，2018年“天山梦·湘吐情”湖南人游
吐鲁番旅游推介会暨“湘疆号”旅游援疆专
列启动仪式在长沙举行。当天下午，湖南首
趟“湘疆号”旅游援疆专列从衡阳首发，输
送738名湖南游客赴吐鲁番旅游。

首趟“湘疆号”旅游援疆专列Y60于15
时从衡阳火车站始发， 湖南途经株洲、长
沙、岳阳。驶出湖南后将途经洛阳、西宁、敦
煌、吐鲁番、乌鲁木齐、中卫、呼和浩特等旅
游城市。该专列5月23日抵达吐鲁番，届时
吐鲁番市将举办接车仪式。 游客将在吐鲁
番游览交河故城、葡萄沟、坎儿井、火焰山
等知名景区，领略吐鲁番厚重历史文化和壮
美自然风光带来的无穷魅力。5月至10月，

“湘疆号”旅游援疆专列每月计划开行3趟。
同时，吐鲁番市政府、湖南省援疆前方

指挥部联合制定了“湖南人游吐鲁番”活动
奖励优惠办法。 凡湖南籍游客来吐鲁番旅
游不限团队或散客全年执行优惠，2018年
5月1日至次年4月30日期间， 全市景区门
票执行6折优惠。

“天山梦·湘吐情”湖南人游吐鲁番系列
活动2013年启动，提升了“新疆是个好地方”
“丝路明珠吐鲁番”旅游品牌影响力。目前，长
沙至吐鲁番定期航线已开通， 吐鲁番旅游宣
传推广服务中心在长沙设立。2017年， 吐鲁
番共接待湖南游客30.64万人次， 同比增长
104.14％。湖南荣获“旅游客源援疆”贡献奖
一等奖，在全国19个援疆省市中排名第一。

“湘疆号”旅游专列首发
湖南人游吐鲁番享景区门票6折优惠

湖南日报记者 苏莉 通讯员 曹剑锋

两年前，由58集团投资的农村互联网
公司———58农服在湖南落地。

摈弃喧嚣， 58农服扎扎实实地“沉入”
农村这片互联网蓝海，用不到两年时间，把
智慧乡村综合服务平台“益村”变成了许多
农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直观的数据是：“益村”已覆盖益阳、岳
阳、湘潭、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等市州的
3000多个村与社区，服务200万名用户，正
面向全国复制。

58农服CEO黄志光告诉记者，58农服的
目标是成为农村互联网领域的“独角兽”。

服务下沉， 线上线下相结合
打通农村“最后一公里”

5月8日上午，益阳桃江石牛江镇牛剑
桥村村民莫小葵来到村民服务中心， 办理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服务。 仅需一
张身份证，在村委委员彭豹的帮助下，通过

“益村”管理后台，5分钟便办理好了。
早在2015年，益阳市委、市政府启动

对全市1184个村的村民服务中心进行提
质改造和新建，基本实现全市各村的村务、
党务、政务线下全覆盖。但由于缺少一个统
一的平台，大部分政府部门数据不能共享，
能够在村级办理的业务十分有限。“益村”
的出现解决了这个“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2016年8月25日，58农服与益阳市政
府联合打造集党务、政务、村务、精准扶贫、
商务于一体的智慧乡村综合服务平台“益
村”，打造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服务体系。

“益村”平台依托村民服务中心进行服务
下沉，创新农村信息服务方式，可以将农民
80%办事需求在村一级解决。彭豹介绍，通过

益村APP，村民们足不出村，即可办理好包括
卫计、住建、教育等在内的24项服务内容。

在“益村”平台，记者看到实时数据显
示，已累计办事14488件，为村民节约时间
8万多小时，少跑3万多公里，真正实现“让
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农产品上行，用好“互联网+”
助推乡村振兴

“简单来说，58农服的定位是平台，关
注的是农民用户的需求， 瞄准的是更为广
阔的农村市场。”黄志光告诉记者，下一步
58农服将重点开展农产品上行的工作，致
力于让农村资源发挥最大价值，用好“互联
网+”，助力精准脱贫，助推乡村振兴。

去年，“益村”平台落地南县农村。统计
数据显示，仅当年9月份半个月时间内，启
动物流服务的132个村点， 共下行包裹数
量 1.6万余个， 直接或间接便民影响村民
一万余人，发出包裹800余单，为村民减少
物流开支5000余元。

“拓宽农产品上行和工业品下行的通
道，可以惠及更多农村用户。”黄志光介绍，
下一步将通过整合农村农产品、土特产、乡
旅资源、土地资源和房屋资源，盘活农村集
体资产，助力农产品上行。然后通过串客农
庄项目推动农产品上行，整合农村资产、产
品、旅游等资源，同时以共享形式，面向城
市用户提供优质农产品与特色农家乐服务
等，将城市人才、资金、技术等引流到农村，
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黄志光透露，“益村” 平台正在面向全
国复制， 即将签约区域包括湖南省其他地
州市以及黑龙江省、江西省、海南省、河南
省和陕西省，未来将覆盖全国10万个村与
社区，连接城市与农村，服务7亿农民。

“鸟人”盛凯

融合·崛起·共赢

58农服：要做农村互联网“独角兽”

矿博会35万张门票受热捧

盛凯 通讯员摄

5月16日，长沙火车站，乘车旅客在“湘疆号”旅游援疆专列前留影。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甘丽莎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