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湖南日报6月11日讯 （记者 蒋剑
平 通讯员 周玉意 潘帅成） 近日，“邵
阳快警” 人民广场平台接到110指令，
东方医院附近有人持刀伤人后逃跑。平
台处警队员3分钟内赶到现场， 并利用
快警平台天网视频监控追踪嫌疑人。嫌
疑人李某刚进家门，民警就追了过来将
其抓获，用时总共不到40分钟。

据了解，为进一步加大主城区社会
治安防控力度， 让群众拥有更多安全
感，近年来，邵阳市以构建街面移动警
务平台为突破口，打造处警快、效率高
的“邵阳快警”。到去年底，全市共投入
资金1.1亿元，按照“重点部位1分钟、中
心城区3分钟、其他城区5分钟”见警要
求，在市、县两级城区建立了33个移动

警务平台，“有警出警、无警巡逻”，在城
区实现移动警务平台全覆盖。

“邵阳快警”平台以厢式大客车底
盘为基础、按警务要求设计定制，接入
公安网、互联网、道路交通监控、城市视
频监控等信息系统，并与市公安局指挥
中心进行直接连接， 省去中间众多环
节。每个平台设置在固定区域，配备1台
移动警务指挥车、2台处警车、4台摩托
车和6名民警、24名辅警， 人员三班倒，
24小时屯警街面， 全天候履行接警
处警、动态巡逻、交通管理、纠纷化
解、便民服务等职能。

邵阳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支队
长唐赤卫说，“邵阳快警” 最大特点
就是将警务前移， 把移动平台车当

办公室，更好地打击犯罪、服务群众。从
去年10月至今年5月，在市城区设立的
10个移动警务平台共处警19769起，出
动警力81568人次， 现场抓获各类犯罪
嫌疑人699人，接受群众求助2590次，处
理各类纠纷9023起。移动警备平台运行
以来，城区治安形势进一步好转，市、县
两级城区总处警量同比分别下降25.6%、
26.3%。群众说，警察喊得应、来得快，大
家出门放心、睡觉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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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51个省级贫困村科技特派员全覆盖

衡阳县：农民在田间
实现“增收梦”

湖南日报6月11日讯（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刘魁春 邱
鹏）“棉花田里套种西瓜和荷兰豆，是一种很好的种植模式，
目前要注意棉蚜虫的防治和西瓜生长期的营养供应。 ”今天
上午，衡阳县农业局经作站站长、高级农艺师徐三阳站在田
间地头，向西渡镇梅花村村民传授棉田高效套种技术。

徐三阳是县委驻梅花村科技特派员。 2016年，他被派驻
到梅花村梅园棉花专业合作社开展科技推广， 在村里积极
推广棉田“棉———瓜套种”和“棉花+荷兰豆”高效种植技术，
使该村每年棉花种植纯收入增加200万元以上。

为了使农民在田间实现“增收梦”，按照省委、省政府
“芙蓉人才行动计划”选派科技特派员的要求，衡阳县围绕
粮食、水果、油菜、油茶、棉花、生猪、家禽、水产品、农产品加
工等优势特色扶贫产业，有针对性地遴选专业对口、技术特
长突出的科技特派员，热心服务“三农”。 并出台管理细则，
建立科技特派员QQ群、微信群，提高联系沟通、咨询服务、
日常管理的效率。 还建立科技服务台账制度，跟踪、服务科
技特派员在贫困村的服务工作。

目前，18名科技特派员与该县51个省级贫困村、服务管
理机构签订科技服务三方协议， 为贫困村提供产业发展咨
询、产业技术攻关、项目示范推广、实用技术指导及培训等
方面服务。

据衡阳县委组织部负责人介绍，近两年来，该县科技特
派员先后组织培训农民1.5万人次，推广新技术新产品22个，
实施“西甜瓜”“甲鱼”“优质种猪商品猪”等科技产业项目31
个，带动农民创业就业2300余人，帮助80余户农户360余人
精准脱贫。

� � � � 湖南日报6月11日讯 （记者 徐荣
通讯员 刘澜 彭婷）“不到一个小时就
搞定了， 这里的办事人员特别热情!”6
月上旬，湘潭高新区某企业的周鹏到该
区政务服务大厅办理相关证照时，忍不
住为该区高效的政务服务点赞。这是该
区启动“最多跑一次”改革以来，为企业
和群众释放的实实在在的红利。

今年，湘潭高新区启动了“最多跑
一次”改革，以“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
类审批”为主抓手，严格落实“最多跑一
次”清单事项，最大程度方便企业和群
众办事。区级“最多跑一次”事项达73
项，“跑一次” 实现率为95%。 截至5月

底，该区政务服务大厅综合服务值班经
理窗口共接待群众近2000人次， 为群
众提供免费服务1380人次，办理“跑一
次”事项679件。

围绕企业、群众到园区办事“最多
跑一次”的目标，该区出台配套制度20
多项，并成立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建立
“最多跑一次”改革办公室。组建服务事
项代办员队伍，通过高位推进、监督检
查、深度培训、跟踪服务、宣传引导，全
区上下共同推动“跑一次”改革提速增
效。湘潭高新区管委会主要负责人颜晓
媚说，开展“最多跑一次”改革，就是要
以群众眼里的一件事为标准，各职能部

门减层级、提速度，为企业发展提供更
多便利，为群众生活增添更多获得感。

在服务方式上，湘潭高新区从企业
与群众最关注、 最盼望的事情做起，按
照“一个窗口”要求，在政务服务大厅设
立值班经理窗口，受理、协调办理投资
项目审批、工商注册、社保、食品药品许
可、民政等事项，形成“跑一个窗口，办
多家事”的服务模式。“过去企业、群众
为了办好一件事， 要到多个部门来回
跑。如今，在资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情
况下， 服务对象只要到值班经理窗口，
只跑一次就可办妥相关事项。” 湘潭高
新区产业局负责人介绍。

长沙县：“能量银行”
关爱社区老人

湖南日报6月11日讯（记者 李治）6月10日，长沙县湘龙
街道湘郡社区联合长沙市七彩人生扶老公益服务中心开展
了一整天别开生面的端午节活动。 参加活动的老年朋友带
小朋友表演节目和包粽子，又多了一次在“能量银行”存钱
的机会。

据悉， 凡是参与长沙市七彩人生扶老公益服务中心活
动或成为志愿者，都可以获得“能量银行”的积分。积分可
以在七彩人生健康生活馆兑换实物或服务，例如：理疗、就
餐、会员卡消费、生活用品或者是上门清洁、疏通、理发、听
力检查等服务。

公益中心在湘龙街道推出“能量银行”等特色服务两年
时间以来，服务了老年朋友5万人次，广受好评。其中，“能量
银行”的满意率达到90%。公益服务中心拟借此帮助一部分
老人脱颖而出，实现自我服务、自我管理，激活老人活力，提
升老人的生活品质。

通过两年时间摸索， 服务中心组建了合唱团和瑜伽队两
支老年人组织队伍，近200人。一些老年朋友学习了才艺，提
高了身体素质，还可以不时在“能量银行”积分中，兑换服务或
者消费， 乐此不疲。 在长沙县日前组织的全县公益项目竞赛
中，七彩人生扶老公益服务中心获得了5万元奖励补助。

株洲县培训
贫困群众助就业

湖南日报6月11日讯 （记者 戴鹏 通
讯员 张慧 熊军）“参加县里组织的免费技
能培训后，我当上了产业工人。”今天，在中
车长江车辆有限公司株洲分公司工作的刘
星意开心地对记者说。

今年40岁的刘星意是株洲县龙门镇果
田村建档立卡贫困户， 以前在工地上打零
工，收入低、不稳定。去年底，他在驻村扶贫
干部帮助下，免费参加焊接技术培训，今年
春节后顺利进入中车长江车辆有限公司株
洲分公司工作。记者看到了他4月份的工资
条，当月上班25天，扣除五险一金等，实际
发放工资6121元，他对这样的收入很满意。

“贫困户参加培训不仅免学费、 包吃
住，学完还有补贴。”株洲县人社局负责人
介绍，该县为贫困劳动力提供焊接、家用电
器维修、 育婴师和月嫂等多个工种技能培
训，已累计开班27期，培训1425人，其中
70%已实现转移就业或自主创业。

公立医院和民间资本
合作办医

邵阳市中心医院东院开业
湖南日报6月11日讯（记者 蒋剑平 通讯员 周玉意 杨

慧）今天，被列为省重点项目、邵阳市十大民生项目的邵阳
市中心医院东院正式营业。 它也是邵阳首家由公立医院和
民间资本实行合作办医模式的非营利性三级综合医院。

邵阳市中心医院东院位于邵阳市区东部的新城区，由
省卫计委批准设置、社会资本为主投资、邵阳市中心医院全
面经营管理。总占地面积281亩，总建筑面积18万平方米，拥
有床位1500张，年门诊接待能力达100万人次。项目于2014
年12月动工建设，按照门急诊、医技中心、住院部、老年照
护、医学教育五大模块建设，拥有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和完善
的信息管理系统。

据介绍，邵阳市中心医院东院的开业，将有效改善邵阳
市人民“看病难、就医难”的问题，并为该市深化医疗体制改
革、改善医疗卫生服务布局、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水平起到积
极的推动作用。

6月12日至9月12日

高考考生免票
游武陵源三大景区

湖南日报6月11日讯（记者 宁奎 通讯
员 邓道理 吴勇兵）6月8日，张家界武陵源
风景名胜区发布消息：2018年6月12日至9
月12日期间， 景区面向今年所有高考考生
实行免票政策。据悉，这是全国今年首个针
对高考考生免票的知名旅游景区。

据了解，凡是参加今年高考的考生，只
需凭本人高考准考证及身份证， 就可以免
票畅游世界自然遗产张家界武陵源核心景
区（仅需购买保险及IC卡工本费8元/人），
以及世界溶洞奇观黄龙洞、 醉美情湖宝峰
湖（仅需购买保险费）。

武陵源核心景区是世界自然遗产，拥
有“奇峰三千”，被誉为“中国画的原本”；黄
龙洞景区各种洞穴奇观琳琅满目，有“地下
迷宫”的美称；宝峰湖景区集山水于一体，
融民俗风情于一身， 被称为“世界湖泊经
典”。

“走进世界遗产，放飞青春梦想。”武陵
源区政府负责人介绍， 在高考结束后和第
十三个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到来之
际， 适时推出面向全国高考考生的门票免
票政策， 旨在展示武陵源世界罕见的自然
遗产和清新爽朗的生态休闲度假环境，同
时吸引广大高考考生来武陵源放松心情、
释放性情、拥抱自然。

“见警”最多5分钟

大山深处的
生死搜救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潘芳 崔冰

“如果不是大家努力寻找，我差点就回
不了家了！”6月11日，双牌县五星岭乡双河
村61岁的老人龚述林， 说起几天前在大山
深处迷路的经历，仍然心有余悸。

6月7日清晨6时许，龚述林早早出门去
自家地里撒肥料。到了晚上6时多，还没见
回来，又联系不上，龚述林的老伴心里有点
急，便找到邻居齐先顺和老支书龚端生。了
解到情况后，齐先顺、龚端生觉得蹊跷，立
即给村支书毛致耀打电话。 毛致耀觉得情
况不妙，立即向五星岭乡政府汇报，并发动
村里的党员、群众上山寻找。

这时，天下起瓢泼大雨。山高林密，行
走困难，更不用说上山找人。但大家觉得这
事非同小可，容不得迟缓。很快，由乡干部、
县人事与社会保障局驻村工作队员、 双河
村党员群众组成的30多人搜救队， 冒雨出
发。大家3人一组，用镰刀劈开荆棘，从不同
方向进山开展地毯式搜寻。

雨，下个不停。不一会，大家一个个都
被淋成“落汤鸡”。不少人被山上的树枝、石
头划伤，但没有一个人抱怨。大家只有一个
心愿，就是一定要尽快把人找到。山里没有
手机信号， 只能通过锣鼓声传递信息……
到6月8日晚上10时多，寻找近30个小时，却
一无所获。

怎么办？大家都在想办法。这时，该县
驻村工作队队长袁玉涛突然想到， 他们单
位摄影爱好者王俊有一台无人机， 要不用
无人机试试看。袁玉涛立即联系上王俊，王
俊二话不说，连夜带着无人机赶了过来。

6月9日清早， 更多闻讯赶来的村民加
入搜救。这时，天公作美，雨停了，无人机正
好可派上用场。然而，偌大的山林，无人机
找人也不易。经过多次升降，8时许，王俊开
动无人机， 终于在大山交界的防火带上发
现一个人影。 他立即把消息反馈给搜救的
村民。参与搜寻的队伍快速向防火带搜寻。
10时50分，已离家50多个小时、全身瑟瑟发
抖的龚述林老人，终于被找到。原来，7日傍
晚，由于雨大，龚述林在回家途中迷了路。
几天里，靠雨水和野果维持生计。

湖南日报记者 聂廷芳

望城府治高塘岭以北， 平畴极目，
宜于农耕，办农庄创业“啸聚”于此。创
业艰难，“创农业”更难，“功成名就”、铩
羽而归者，均不乏其人。

曾世杰，23岁自创生态农庄，名“世
宏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专门种菜。创业
3年，稳扎稳打，公司成为长沙市行业龙
头。今年，个人被授予长沙市“五一”劳
动奖章。

6月11日， 记者到长沙市望城区靖
港镇，探访他的创业经验。

“少老板”敢用专家
“1994年，我就到了长沙城边的蔬菜基

地，专业种菜25个年头。几十种蔬菜，没有
种不出、种不好的。”说这话的汤罗云，年过
半百，来自益阳市赫山区牌口乡，是曾世杰
请来的种菜“老专家”。

“苦瓜不结瓜，芹菜死亡，这里土壤
含盐较重，偏酸性，要改良土壤，品种要
因地制宜。”任茂辉，来自湘阴，跟着姐
夫汤罗云种菜23年， 也被曾世杰招至

“麾下”。
曾世杰办农庄，重技术，引人才，理

论有省农科院、湖南农大“科技特派员”
指教，“操盘”聘请了8位种菜专家，父母
亲是“农把式”，技术团队实力雄厚。

远离化肥除草剂
“菜地施肥，是农家肥、生物肥，蔬

菜看相比化肥菜差，但口感、味道，比化
肥蔬菜好；

“农药安全期有7天、14天、21天3
种，我们只用7天期残留的农药，成本高
1倍，农业部门抽检、客户检测，绝对没
有农药残留。”

曾世杰说，为了安全、好吃，农庄种
菜严格执行绿色标准。

记者现场看到，每一片菜地，都有3
个大化粪池， 蔬菜施用发酵有机肥；荧
光双色膜替代除草剂，农庄禁止使用除
草剂。

公司电脑监控系统， 与手机联网。
曾世杰出差在外，能24小时监测每一块
菜地的安全作业。如今，他的农庄已是
长沙市标准化蔬菜基地。

投资第一避风险
今年初， 大雪压垮农庄1.6万平方

米大棚，果蔬和棚损超100万元；4月两
场冰雹，打烂黄瓜、辣椒树、叶子菜，颗
粒无收。

“今年以来农庄还是亏的。搞农业，
天气风险大，市场风险也大。”曾世杰已
在研究种菜“顺天意、顺气候”，也注意
观摩别人的得失。

他调查发现，有几家农场，各自投
入几千万元，因市场欠缺培育，客户不
足，有的在亏损，有的老板已彻底放弃。
吸取他人教训，曾世杰以销定产，找了
城区几十家食堂，但都有长期固定的采
购渠道，很难“突破”。他免费送菜品尝，

“不好吃不要钱”，终于有大客户，接纳
了初来乍到的这个年轻人。

农庄稳稳地经营，种植的产品从无
积压。

入行先做磨刀功
曾世杰大学学园林专业，毕业后在

江浙做园林工程，回乡跳入农门，尝试
做“庄园主”，事先做了扎实的“知识准
备”。

他到中国农业大学“现代农业领军
人才专题班”学习2年，看过不少农庄。
在台湾， 他看到传承三代的小农庄，土
地只有50亩，主人脚踏实地做精细，产
品销到大陆、香港。

学完再干。他思路清晰，做品质，做
“精细农业”，不贪大，不冒进。2015年创
业迈开第一步，借长沙市建立“万亩蔬菜
示范园”政策东风，流转土地200亩，逐步
增加到400亩；土地整理、道路、沟渠、水
电、厂房、机械等，分期投入400多万元，
都已形成固定资产；请人用工，各项用耗，
精打细算，3年来，整体实现盈利。

95%事项“跑一次”

邵阳市城区：

屯警街面 快速反应

湘潭高新区：

跑一个窗口，办多家事

23岁回乡，3年办出长沙市标准化蔬菜基地———

90后“庄主”创业上手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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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引种哈密瓜
6月11日，郴州市农业局果蔬研究所华塘南岸基地，科研人员在查看记录哈密瓜的生长情况。月底，该批哈密瓜将成熟。近年，

该研究所引种试种了数个品种的哈密瓜，已找出适应本地种植的哈密瓜，准备推荐给果农，为他们开辟增收致富的新途径。
李加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