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吴晓华 版式编辑 刘也 2018年5月18日 星期五
经济 05

!"#$
%&'( !#$)*!

!"#$ %&'()*+,-./ !"
01 #""$ 0 % 2 !# 345(6789':
;<= $&" >)*?@A/BCDEF1 G
HCIJHKL? MNOPQRSTUV
WP)X?YZ[\]/^_E`a1 #"!"
0 ' 2 !' 3?bc6defghi9de
j<= (&! >)*?^_klmno<pq
rst1 !" 0u$ vwxyzklm{-
)'* |}? G~�^_klmEqr��
��

!"#$%&'()*+
_�klm��t��������k

l���4^_klm�Z[Eqr���
��

#""$ 04#" |}[���_�klm
t�':)*E�*OP4Z[ !" |}t
�':)*WP)XWP����=�O
�4!" |}��[���)*P� ¡q
¢£m?¤¥t�':)*¦§¨©ª« 
¡q¢1 #"!" 0?%'&'# |}[���_�
klmt�':)*P� ¡q¢1 #"!!
0?(&#$ |}[���_�klmt�':
)*P� ¡q¢?¬��Rm��[��
�)*P� ¡q¢£m? t�k®¯�
°P±P²£³´µ¢´�P� ¡q¢
�¶1

^_vwxG~�yz^_klmE
qr·¸¹ º^_vwxE�»¼½¾¿
À? Á_�ÂÃÄ ! Ä # }E^_vwx?
ÅC "&(# }ÆÇ^_klm? ^_vwx
EklmÈÉÊËÌÍ +),� h #""( 0Î
Ï<ÐÑ #"!( 00Ò?^_vwxÇ�
�yzklmÓ- )'* |}�

!,-.&/+012
Ô/Õ-yzklmKÖWP)Xq

¢?^_[F×^_vwxEØÙ�ÚÛÜ
ÐAÝu? Õ-ÞßÞQàáÀOP[4â
ãUäåEvwx[æ�4ÚçAèéFá
ãUêëì)*WP)X�

#""$ 0':)*<=�4 M>^_[
FÛÜÞßàáOP4Z[íî^_[FÞ
ß )"" ï}4 M)^_[FÞß !!"" ï
}� h #""* 0 ( 2 !" 3Ý45:^_[F
ð�ñ': #"* BòóôÞõ^ö÷ø�

#"!" 04de)*<=�4bc^_[
F�ù0 % 2 ! 3úAûÇdePXüzý
ï}klmþ�A?ÿ !" !"##üzÀ
%" ï}klm? $�t�deP�q¢%
#"!! 0?&'())*?&*^_[Fñ+

,9-./�Þß !""-ï}? t�KL(
)WP)X ¡q¢�

#"!+ 0?0¤)*<=�?5:^_[
FST1z/ +"" è234²546VW
P)X�0¤^_D²M78ÛÜÃ�À�
*hO9O[�

[: #""$0 (2 #)3ÎæE^_vw
x; "$"$)<G�æE¤=Á_�>?=?
@æ�ùAñ':WP)XÞß +"ï}�

!,*+345678
Ô/~BER�?^_CÕ-DEEH

F²GHÇ)*WP)X#B)IJDK
E�L�

MNO� PQROtu¤SWPT�?
^öUVWXtu¤SYZ?[\útE]
^O�ÇOPQR_![F``#""$ 0'
:)*"?a3^öU�^öA�]^U�^
bcd«�^öefU?g3jEhi^ö

[F�jk^öO�)l^ö[F�Gmm
n^_klmÞ�o¢E^ö´µ<p/
qrst�WP)XE^öAO�Ç)*W
P)X��EpIB?D�Ç/^ö_�E
ûéFîôþ�

qÑ #"!( 0r?[í^ö_�sty
zklmu '""" |}?Z[^_vwx�
� )'* |}� Ô/�*OP?Yv^_kl
mCwxyt�K���kl���

ûkl^_ wzD=þ ]{�G|}
~?���ÇC^_vwx?B¾CJDK
E�w��A�ãU²��ÿ<=�

"+ ,#

!"#$%&'()*+,-. !"#/0

% 2 !# 3�? ^_¥��; !$!#% <
Îæ?ù<Îæ~�Ç¹+#$%(?�6��j
G�_T���� #" ÄG�æ? �æm
#"" ï}�

% 2 !' 3Gv�?væ:ç�?=��
��²���`6^_[F� [æ_��»
��? Y�G�ÃÄm� !)" }�' Ä~�
~��#" ��ÃE_�?Z[; # Ä~� 
[ù¡Îæ~�¢£h��j¤¥X¦¤§
á¨©§ª�«¬ô®X "!("$ ^_Ã
Ä7�

¯/°?�?=±²0³]v?´�G
�ûµ_¶þ?Â!·r¸¥�¹�¥��_
�� º�~Ú»CG¼?Ô/ÿ^_½¾¿
�ç�_T��ÀÁ?C�hÂûÃÄþÅÆ
Ç?ÂGo·��£ÈÄ~�ÉÐ�Ã� Y
oº�?¿��¹�û$%(þ?Ê¿�ËÌ�

û#+�+#þ?²��Í/~� #" ��Ã� ãU
E�ù!�¼¥��EÎæÎÏÇ¹
+#$%(?�?=ãU)[Ð #"" ï}væ�

º��ÑÒÓ¹ûYÅ�ºEé�?Ô"
EÕÖ"#·tÿ¼»? ×Ö/YØK0?

Ù�[À/væ� þ
�?=Ú�º�Û�KÖ^_?�Û�

Ü�hÂEéF� Ñ�æm?º�Ý��G
ÝÞ¸ßàát� "- .#

!"#$%&'()*+,-./01 !""2345

湖南日报5月17日讯 （记者 彭雅惠）今
天，省统计局发布最新数据：1至4月全省固定
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1.6%， 增速比上年同期、
一季度分别回落0.6个、0.3个百分点， 投资增
速略有放缓。

从产业投资看， 第一产业投资同比下降
10.7%，降幅较大，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投资分

别同比增长18%、9.7%。第二产业中，工业投
资同比增长22.6%，其中制造业、电力热力燃
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投资增幅均达20%以
上；第三产业中，道路运输业投资增长最快，
增幅达29.1%。

从地区投资看， 长株潭地区、 湘南地
区、大湘西地区、洞庭湖生态经济区投资都

保持了两位数增长， 但增速均有不同程度
下降。

分投资主体看，前4个月外商投资增长
最快，同比增长53%，但增速比一季度回落
2.7个百分点；内资企业投资最为平稳，同比
增长10.9%， 增速仅比一季度回落0.1个百
分点。

湖南日报5月17日讯 （记者 彭雅惠）今
天，省统计局发布数据，1至4月全省交通运输
生产同比增长6.1%， 增速比一季度加快3.9个
百分点。其中，铁路运输呈现恢复性增长，公
路运输货运兴旺而客运下降， 水路运输持续
低迷，民航运输货运量、货物周转量、客运量
和旅客周转量等各项指标全面快速增长。

货运方面，全省前4个月累计完成货运量

6.9亿吨，同比增长3.7%；货物周转量同比增长
6.7%。公路是我省最主要货运方式，货运量、
货物周转量分别占全省总量的87.3%、69.8%；
铁路运输2月份出现大幅下滑， 此后持续恢
复，1至4月运量同比增长10.8%，增幅高于1至
2月、1至3月，但仍低于1月，货物周转量尚未
实现由负转正； 水路运量连续4个月下降，且
降幅不断扩大；民航货运量、货物周转量则分

别同比增长7.2%、10.2%，增幅显著。
客运方面， 全省前4个月累计完成客运3.83

亿人，同比下降7.1%；旅客周转量同比增长1.2%，
为今年以来首次实现增长。公路、水路客运量、旅
客周转量均同比下降；铁路客运量、旅客周转量
分别同比增长6.8%、4.2%， 可见短途旅客增长较
快； 民航客运量、 旅客周转量分别同比增长
12.6%、18.5%，增幅均居各类客运方式之首。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立夏过后，春花开尽，夏木阴阴，有枇
杷黄、藨刺红，是南方独属于初夏时节的美
味。

5月，蔷薇科的大型乔木花海早已谢幕，
该是果熟的时候了。古诗云，“五月江南碧苍
苍， 蚕老枇杷黄”， 当下已是枇杷黄熟的季
节，枇杷与樱桃、梅子并称为“果中三友”，都
在5月至6月成熟，也都是蔷薇科植物。

不过此时最让人觉得神往的野果，当
是蔷薇科悬钩子属的小果子们， 它们总与
许多人的童年与乡愁相关。在春花已尽、大
量夏果尚未成熟的5月，山林里悬钩子属小
果已经熟了一茬又一茬，最适合春夏加餐。

悬钩子属的各类植物， 在湖南大多都
称作“藨”，如“藨刺”“插田藨”“空心藨”等，
长沙乡下一般称作“乌藨刺”。“藨”字是个
多音字，读pao第一声时，就是“莓”的意思。
因为“藨”字结构太过复杂，也常被人误写
作“泡”。“藨”有时也被称作野草莓，还有山
莓、茅莓、寒莓等分类和俗称。

蓬蘽应该是湖南最为常见的“藨”，田
间地头随处可见。春天开白花，春末夏初果
实成熟时与花托分离，果肉中空，故而又称
“空心藨”。蓬蘽的蘽字是从“累”字演变而
来，攀缘缠绕的意思，是一种矮灌木。我们
现在看到吃到的多是篷蘽。

还有一种茅莓，也是此时成熟，果为实
心，能很好地与篷蘽相区别。寒莓就更好分
辨了，因为它要到秋天才成熟。

比起各种“藨”“莓”，“覆盆子”这个名
字可能更为人知。 毕竟大多数人都读过鲁
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如果不怕
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
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葚要好得远。”
正如鲁迅所言， 悬钩子属大多小枝上生有
皮刺，采摘果实时要小心。

覆盆子是可做药用的。 覆盆一词来自

古代的本草书籍，称可“益肾缩小便，服之
当覆其溺器”，可见有益肾固精之效。

也有人认为覆盆子就是篷蘽， 在有些
地方也是很有可能的， 悬钩子属常见物种
的中文俗名混乱不堪， 一个名称在不同的
地区可能指代不同的物种， 不同的名称也
可能指代同一个物种。 对于只是想尝尝野
果的我们来说， 反正悬钩子属野生种基本
上都很好吃，也都有差不多的药用功效，也
就不必过细区别了。

但是有一种也被称为“野草莓” 的蛇
莓，却务必区分开来。眼下这时候蛇莓也熟
了，红得艳丽，却不好吃，且蛇莓全株有小
毒，慎食。民间认为蛇莓是蛇吃的，有蛇在
上面吐过口水，因此有毒。虽然是用来吓唬
小孩子的，但此物不吃也罢。蛇莓与各类悬
钩子们很好区分，因为它是草本植物，悬钩
子们都是灌木，春天开花的时候，蛇莓花是
黄色，而悬钩子们以白花为主。

全世界已知悬钩子属植物有700多
种，在湖南拿它们加餐的话，能把篷蘽认出
来，然后把蛇莓踢出去就可以了。

事实上， 覆盆子这个词今天已经多用
来泛指悬钩子属植物了。 覆盆子在欧洲久
经栽培，有多种栽培品种作水果用，也用来
制作果酱，在西点中常见。

江浙一带也有栽培，但多为药用，果实
还青绿时便采下晒干，制成中药。鲜食的话
需要亲自去采摘，因为此物难以保存，不耐
运输。 倒是很期待悬钩子植物的栽培品种
能在湖南多加栽培， 也可以慰藉更多人的
乡愁。

眼下呢， 只能请你到山里， 在鸟鸣声
中，一边摘一边吃了。野生的“藨”凉凉的，
有大自然的清气。

湖南日报5月17日讯（记者 邹靖方 易禹
琳 通讯员 陈吕芳）今天是5·17电信日，由湖
南电信、央视爱上传媒等联合主办的“舞比快
乐”2018湖南IPTV广场舞大赛在长沙启动，
300个智能机器人与历届400多名广场舞参
赛者，同台飙舞湖南花鼓戏名曲《刘海砍樵》，
人机互动演绎美好生活。

湖南IPTV作为湖南省“三网融合”产业
布局的开路先锋，自2011年正式上线以来，依
托中国电信千兆光网宽带的技术优势， 通达
省市县乡的渠道优势和湖南广电、芒果TV的
内容优势，致力大视频智慧生态创新，推动三
网融合发展，已打造成全国著名IPTV互动品
牌， 目前全省用户规模已增长至600万户，辐

射人群超过2000万。其中，“舞比快乐”作为全
国首创的大型全民互动广场舞大赛， 自2015
年以来，在全省14个市州吸引近20万人参赛，
互动投票总数达1.2亿，成为传播湖湘文化、丰
富湖南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全新渠道。

今年的IPTV赛事，首次实现新媒体业务
定制内容的“网向台输”模式，强强联手，融合
运营。在今年的IPTV广场舞大赛中，在延续
以往20场线下录制线上呈现、 大众投票模式
基础上，采取大海选周赛制，面向全省市、县、
村、 社区开展1000场海选， 最大范围覆盖全
省，打造极具湖湘特色的全民大舞台。

湖南日报5月17日讯（记者 奉永成 通讯
员 袁武华）记者从今天召开的农发行湖南省
分行2018年脱贫攻坚工作会议获悉，去年，农
发行湖南省分行累放各项精准扶贫贷款
468.49亿元，年末全行扶贫贷款余额794.11亿
元；扶贫贷款投放、净增、占比均位列全省金
融机构之首； 今年将力争实现精准扶贫贷款

净增178亿元的目标任务。
作为金融服务“脱贫攻坚”的主力军。去年，

农发行湖南省分行把支持易地扶贫搬迁作为服
务脱贫攻坚的头号工程， 全年投放专项贷款
54.30亿元，为全省714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建
设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支持产业扶贫，全年累
放贷款92.25亿元， 帮扶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3.86

万人， 支持常德西湖农场高标准农田建设等137
家产业化龙头企业开展产业扶贫；聚焦贫困地区
民生工程， 全年累放基础设施精准扶贫贷款
159.35亿元，惠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07万人。

今年， 农发行湖南省分行将聚焦深度贫
困地区，对易地扶贫搬迁、产业扶贫、贫困地
区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加大投入； 以带动和
服务贫困人口脱贫为出发点， 积极开展项目
营销培育， 优先支持覆盖人口多、 脱贫成效
好、 内生动力强、 示范引领效果好的扶贫项
目； 全年精准扶贫贷款净投放原则上不低于
全行各项贷款净投放的50%。

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1.6%
1至4月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投资分别同比增长18%、9.7%

我省民航运输快速增长
前4月货运量、货物周转量、客运量和旅客周转量同比全面上升

5月17日，宁
乡市沩水两岸，
绿意盎然， 高楼
鳞次栉比。近年，
该市把城市防洪
和沿河风光带建
设紧密结合，大
力推进沩水沿河
治理工作， 取得
明显成效， 沩水
两岸呈现滨水人
文生态景观。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沩江
新貌

“舞比快乐” 全民互动
湖南电信IPTV广场舞大赛开幕

当好脱贫攻坚金融服务主力军
农发行省分行今年力争净增精准扶贫贷款178亿元

五月江南碧苍苍
藨刺红、枇杷黄

湖南日报5月17日讯 （记者 何金燕
通讯员 贺小花）今天，记者从省人社厅了
解到，按照国家人社部统一部署，由湖南
省人社厅主办，省人力资源服务中心、湖
南人才市场有限公司承办的“第五届全
国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
场活动(湖南站)”将于5月19日上午9时在
省人力资源中心（湘府路168号湖南人才
市场）举行。

与以往招聘会不同的是， 此次招聘
会，在228家报名单位中，湖南本土企业
占比58%，外省参会单位占42%，来自福
建、安徽、浙江、江苏等全国13个省份将
携96家当地优质企业来湘引才。 此次跨
区域招聘活动， 将为高校毕业生跨地区
求职就业提供极大便利， 同时也将促进
区域间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 报名单位

行业主要涉及房产建筑、加工制造、金融
保险、医药医疗、生物化工、通信环保、商
贸流通、教育培训等领域，预计面向高校
毕业生提供销售、研发、行政、生产、建筑
工程、 电子、 制药等空缺岗位11000余
个。

活动当天， 招聘会现场将设置公益职
业指导专区和流动人员人事档案政策宣传
专区， 邀请相关专家为毕业生现场答疑解
惑。此外，该活动将在湖南人才网同步启动
大中城市联合网络招聘会。

了解和关注本次活动， 可以登录全
国高校毕业生精准招聘平台、 湖南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站、 湖南人才网
（www.hnrcsc.com） 或者关注湖南人才
市场有限公司官方微信公众号（hn-
rc96560）。

13省携万余岗位来湘“抢”才

月桂聊天
———湖湘自然笔记

湖南日报5月17日讯 （记者 黄利飞
通讯员 陈翔）“什么是碘缺乏病”“人为什
么会缺碘”“哪些人不宜吃碘盐” ……5月
15日是我国第25个“防治碘缺乏病宣传
日”，湖南省轻工盐业集团与湖南省卫生和
计划生育委员会、 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在全省联合开展防治碘缺乏病宣传活
动，通过发放资料、现场咨询、有奖问答等
形式， 提高人们对碘缺乏病的认识并科学
补碘，促进人们身体健康。

“防治碘缺乏病宣传日”当日，长沙

市设置了开福区新河街道社区、 开福区
上城金都两个宣传会场。记者看到，活动
现场摆放了防治碘缺乏病专题展板；卫
生、 疾控部门的工作人员和湖南盐业志
愿者，发放宣传资料、接受咨询，耐心解
答市民提出的“如何选择加碘或者不加
碘盐”等问题。

此次防治碘缺乏病宣传活动还将陆续
在各市（州）、县共100多个会场举行，印制
主题海报1万余张， 发放宣传折页10万余
份，覆盖全省大部分城乡区域。

湖南开展防治碘缺乏病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