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白培生 李秉钧

临武县金江镇铁坑村有位“牛人”，
不仅因他办厂加工生产牛巴而闻名，更
因他对乡亲们种养的农产品，多年“牛气
冲天”地“买、买、买”：村里每年养的100
多头牛都买下、 种的500多亩高粱全收
购、100多亩朝天椒全买完、200多亩油
茶提前付订金。这位“牛人”就是临武舜
美牛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罗方顺。

“作为铁坑村人，罗方顺这些年凭一
己之力， 为把铁坑村从一个穷村变成别
人羡慕的好村庄，作出了突出贡献。”6月
13日， 铁坑村党支部书记罗明珠告诉记
者， 许多村民通过在罗方顺的企业就业
和提供农产品原料，收入一年比一年高；
村庄也在他的带头捐助下，越来越美，路
面硬化了，村庄绿化了，自来水进了村，
祠堂得到了修缮。

记者来到离村不远的临武舜美牛业
有限公司采访， 但见一座现代化的工厂
依山傍水，工厂里机声隆隆，各种类型的
牛巴正从生产流水线上产出。“工厂每天

开足马力生产的话， 可日加工牛肉100
多吨。” 个头不高的罗方顺讲话声音洪
亮，双目炯炯有神。

罗方顺出生于1974年。 由于家庭贫
困，他14岁就辍学了。15岁那年 ,父亲意
外身亡， 这使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后
来,罗方顺只身去广东打工赚钱，在深圳
一家食品加工厂干了10年。

“之所以搞牛巴加工，主要得益于自
己在食品行业干了多年， 有一定经验。”
罗方顺说，10年打工生涯，让他熟练掌握
了先进的食品加工工艺、 酿酒技术等。
2000年， 为照顾独自在家的年迈母亲，
罗方顺回到家乡,并决定要改变家乡。

金江镇生产牛巴历史悠久，《清异
录》载：牛巴“赤明香，世传罗氏良家脯
也。轻薄甘香，殷红浮脆，后世莫及。” 金
江镇以前也叫沙田， 故当地也将牛巴叫
“沙田牛巴”。

罗方顺回到家乡后， 决定做大做强
当地的牛巴产业。 他先是在小作坊里制
作，上市后很受欢迎。2006年，他扩大生
产规模，投入600多万元征地建厂房、招

员工，注册“临武舜美牛业有限公司”。
“开工厂和办小作坊是两码事，工厂

的生产工艺要求更高。”罗方顺说。为此,
他一方面引进先进的生产设备和工艺流
程， 另一方面在传统的手制秘方上大胆
创新，先后研发出了干牛巴、牛巴熟食、
牛巴罐头等16个品种。 罗方顺说：“我们
的牛大都是当地临武县农民养的纯种黄
牛，配料也都是取自当地的朝天椒、茶油
等。”产品上市后，受到消费者广泛好评，
已远销北京、广州、香港、澳门等地。

如今，舜美牛业年销售收入达3000
多万元，创利税100多万元，是湖南省农
业龙头企业之一。

因为公司每年加工肉牛5000多头，
需200吨朝天椒、20吨茶油等配料，铁坑
村的肉牛、朝天椒、茶油、高粱等原料，都
供不应求。“村里400多户村民除了种水
稻外，还种高粱，一般高粱到外面很
难卖，只能自己酿酒用。”罗方顺在
做大做强沙田牛巴的同时， 每年收
购全村的500亩高粱用于酿酒。

去年,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

战略。 他信心倍增, 租山地800亩， 投入
1000多万元，建了一座将“牛”“酒”文化融
为一体的休闲山庄， 筑建了一座大型地下
酒窖，蓄藏舜美牌窖酒，引来众多省内外游
客休闲游玩，带动了铁坑村的乡村旅游。

龙头带，村民富。村民罗方红是一位
残疾人贫困户，原来致富无门路。如今，
他在休闲山庄打工， 妻子在舜美牛业公
司务工，夫妻俩一年有四五万元工资。在
铁坑村， 像罗方红这样被牛巴产业带富
的村民不少。

罗方顺还不忘村里的弱势群体，逢
年过节， 他都给全村60岁以上的老人送
去慰问金；对村里的公益事业,他也总是
带头参与 , 已先后捐款100多万元……
“我父亲过世早，家里受到过乡邻们不少
照顾。我回家乡就是忘不了乡亲们,要带
领大家脱贫致富。”罗方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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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娄底召开创文誓师大会
力争2020年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记者 张福芳）12日上午，娄底市
召开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誓师大会，要求全市上下咬定目标、
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力争2020年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近年来，娄底市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持续提升，发展动
力和后劲不断增强，先后成功创建了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
林城市、全国无偿献血先进城市、全国绿化模范城市等国字
号城市品牌。有鉴于此，2015年，娄底市委、市政府提出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当年便获得了提名资格，2017年保留了提名
资格。今年以来，该市主动加压、誓师出征，部署实施了“创
文3年行动计划”，把2018年定为基础夯实年，2019年为全面
提质年，2020为攻坚冲刺年并成功创建。

誓师动员会上，娄底市教育局、市交警支队、市环卫处
等单位代表作表态发言， 纷纷表示将用实际行动为娄底
2020年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作出应有贡献。 会上还提出
冷水江市、新化县要争创全国文明县城提名城市，涟源市、
双峰县要通过省级文明城市复审。通过城乡一体全域创建，
确保在2020年前实现县级及以上文明村、 文明乡镇达到村
镇总数的50%。

郴州无偿献血人次破49万
2年新增首次献血者4.7万人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李孟玲）6
月12日，郴州市开展2018年庆祝“世界献血者日”暨市直卫
生计生单位无偿献血专场活动， 现场市政府相关负责人带
头献血，众多爱心人士也纷纷加入，共计献血6万多毫升。当
天有18位优秀无偿献血者代表被表彰。另外，深圳市血之缘
公益基金会特别资助了5位困难献血者。

在郴州，无偿献血者备受关爱，2016年，该市制定走访
慰问无偿献血者工作机制， 明确市财政每年将慰问经费列
入常规预算，对全市长年坚持献血、带头献血、献血量多以
及困难献血者在节日期间进行走访慰问。去年全市慰问538
人，慰问金额56万余元；今年慰问人数增至593人。慰问机制
落实2年时间，全市献血100次以上新增4人，坚持每年献2次
血的新增24人，新增首次献血者4.7万人。

关爱激发爱心。目前，郴州市累计无偿献血人次突破49
万，挽救了数万人的生命，献血者中涌现了廖静平（献血总
量最多达17.76万毫升）、何志龙、唐白良、刘建波等备受社会
关注的献血“英雄”。

新湖南“廉洁怀化”
频道上线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 （记者 雷鸿涛）6
月13日，由怀化市纪委监委主管，湖南日报
社怀化分社主办的新湖南“廉洁怀化”频道
正式上线。据悉，这是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在
新湖南开办的首个频道。当天，还举办了怀
化市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培训班， 该市
各县（市、区）纪委监委和市纪委监委派驻
纪检监察组相关人员参加。

为开辟怀化市纪检监察机关对外宣传
新阵地，发挥新媒体传播受众广、速度快的
优势， 推动全市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工
作迈上新台阶，经3个月筹备，新湖南“廉洁
怀化”频道正式上线。目前，设有廉政要闻、
县市快报、即时发布、曝光台等栏目。

� � �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通讯员 夏艳
红 记者 杨军)6月12日，在安化县湖南
华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员工们忙着将
成品黑茶装车，销往各地。得益于高新
技术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该公司
投资开发出智能烘房测控系统，使金花
茯砖茶质量得到大幅提升。公司还将近
1800万元所得税优惠用于研发，开发出
黑茶面膜、黑茶牙膏和速溶茶等10多个

新品种。
据了解， 益阳市国税系统对黑茶

生产企业国家税收优惠政策落实情
况进行调研，分户对享受优惠政策的
企业建立台账，上门指导，使优惠政
策落地落实。近3年来，益阳国税系统
共帮助18家黑茶生产企业落实税收
优惠8765万余元，用于企业新产品开
发等。

在益阳市国税局指导下，安化县国
税局成立茶企服务小分队，每当一项税
收优惠新政策出台，小分队根据黑茶生
产企业情况， 上门分门别类进行指导、
落实。白沙溪茶厂符合享受《湖南省支
持企业研发财政奖补办法》条件，但企
业没有申报，小分队上门辅导，企业享
受到财政奖励225万元， 并将这些钱全
部用于产品研发。

谁破坏 谁补偿
祁阳两男子放流40万尾鱼苗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何顺 邓小
荣）“今后，我们将尽自己的力量保护湘江。”6月13日，祁阳
县的刘某某、 彭某某自愿出资3万余元购买40万尾鱼苗，向
湘江放流，用于修复破坏的渔业生态资源。

今年4月10日、5月2日，刘某某、彭某某在湘江祁阳段非
法电鱼时，被渔政执法人员当场查获，被移送至县人民检察
院审查起诉。办案过程中，2名当事人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自
愿购买鱼苗，通过增殖放流修复湘江生态。这是祁阳县首次
把“生态修复补偿机制”引入办案过程，在依法惩治犯罪同
时，坚持“谁破坏、谁补偿”原则，引导当事人通过增殖放流，
修复被破坏的河流资源和生态环境。

南湾玛李鼓起村民钱袋子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周健) “南

湾玛李金灿灿，黄艳艳，甜丝丝，脆爽可口，在广州、深圳市
场很受消费者欢迎。”今天，衡东县南湾乡松源村经济林木
种植合作社负责人说，今年，合作社通过“公司+合作社+基
地+贫困户”的产业精准扶贫模式，发动贫困户扩大玛李种
植，利用电商平台统购统销抢占广州、深圳市场，不少贫困
村民因此致富。

松源村党支部书记陈志平介绍，“南湾玛李” 是秧李的
一种，主要分布在南湾乡的松源等三个村境内。这种南湾乡
独有的“玛李”挂在树上，就像一串串的玛瑙珠子垂了下来，
玲珑剔透。今年，南湾乡松源、合江两村4000多株玛李，产鲜
果近8万公斤。

但以前，这里的玛李销路没打开，老百姓经常增产不增
收。今年，南湾乡手牵手经济林木种植合作社，积极与农户
对接，通过电商平台推广玛李，打通了一条玛李销售“快车
道”。同时，利用江东水库的自然生态，吸引县内外游客前来
采摘体验，让“养在深闺”的绿色产品俏销市场。“家里12株
玛李树，预计产量达750公斤。按照收购协议，玛李每公斤一
块六， 另按每公斤再付一元的采摘工钱， 今年的收入还不
错。”南湾乡松源村五组贫困户肖春香喜上眉头。

湖南日报记者 王晗 通讯员 刘倩

“张爹， 下楼到花园里散步吧？”“好
嘞，我把小孙子也带上！”……在长沙市雨
花区同升街道古樟树社区金汇园小区，居
民们闲暇时间又多了一个好去处。曾经的
“荒坡”变身“花园”，成为当地美谈。

6月11日，记者来到这里，但见一片
花红柳绿。56岁的谌宪伟正在给花木修
枝，鞋子、裤腿沾着泥水。“我就是爱管
闲事。”见到记者，谌宪伟一边忙着手里
的活儿，一边笑呵呵地说。

眼前的这片近2000平方米的花园
处在小区与公共土地结合处，过去因为
是一块半风化的红岩坡地，工程机械难
以进入辅助绿化施工，长期以来像一块
“秃斑” 一样存在， 与周围环境极不协
调。“一来这么大一片地空着觉得可惜，
二来之前旁边垃圾成堆，也破坏环境。”
谌宪伟告诉记者， 他心里一直盘算着，
如果动员大家一起改造，把“荒坡”变成

“绿地”，家园里岂不多添一片新绿？
去年底，身为业主委员会主任的谌

宪伟在一次业委会会议上，抛出了自己
的想法。 大伙虽然都称这个建议好，但
钱从哪里来？如何实施？成为一道道难
迈的坎。

谌宪伟带领大伙精心制定了“荒坡
改造计划”， 细致的改造方案很快获得
业主们积极响应，有的踊跃参加义务劳
动，有的踊跃为工程捐款。没过多久，谌
宪伟就筹集到116人捐来的4万余元。

荒坡改造正式启动了。为了节省开
支， 谌宪伟跑到偏远的地方去请花工，
又担心这些花工因路途太远不愿意来，
就亲自当起司机， 每天早上开车接过
来，晚上又一个个送回家。每天至少花
费3个小时在接送路上。

经过半年时间， 大伙齐心协力，荒
坡终于变了脸， 不仅植入了百余株樟
树、绿竹、梅花、红枫等，还修建了步道
凉亭。5月下旬，谌宪伟特意在微信业主

群里传了一组改造后的美景照片，立刻
引来如潮点赞。

“搭帮有谌宪伟这个环保‘闲事
佬’，邻居们也跟着享福了。”小区有居
民们说， 谌宪伟是一名铁杆环保志愿
者，“爱管闲事”的故事还有不少。

每天上下班， 遇到有人乱扔垃圾，
谌宪伟就会上前劝阻， 摆事实讲道理；
看到不环保行为，谌宪伟就用手机拍下
来，在业主群里曝光……“家人朋友劝
我少管闲事，少得罪人，但我没想那么
多，谁破坏环境我就和谁过不去。”令谌
宪伟没想到的是，他的环保行为引来支
持者甚众，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随
手拍”行列，为保护环境出力。

如今，社区不定期开展垃圾分类宣
传活动、环保讲座等，谌宪伟总是参与
其中，带领大伙一起守护环境。不仅“荒
坡”变成了“花园”，社区环保志愿者队
伍也不断壮大，添绿护绿、劝导不文明，
大家忙得不亦乐乎。

衡阳获全国
“守信激励创新奖”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 （徐德荣 唐
曦）6月10日， 在2018年中国城市信用
建设高峰论坛上， 衡阳市被授予全国

“守信激励创新奖”。
中国城市信用建设高峰论坛是推

进城市信用建设的全国性高端论坛，
由国家发改委指导， 新华社和城市政
府共同主办，每年举办一次。本届论坛
以“信用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突出

“让守信者一路绿灯，让失信者寸步难
行”理念。

近年来， 衡阳市通过成立社会信
用信息中心和金融信用信息服务中
心、搭建全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实施

“红黑名单”管理和“双公示”制度等，
有效营造了全市重信守诺的社会氛
围，提升了市民信用意识。

“牛人”开创“牛事业”

新闻集装

益阳国税以税收优惠助茶业创新
3年帮18家茶企落实税收优惠8765万余元

老百姓的故事 环保“闲事佬”谌宪伟

湘西风情迎端午
6月13日，游客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土家族、苗族青年齐饮摔碗酒，体验民族风情。当天，长沙世界之窗开启“酒香十里，湘

西风情迎端午”活动，游客可通过畅饮土家摔碗酒、欣赏湘西民族歌舞、点雄黄包粽子等活动，体验传统民俗和端午文化。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邓婷 摄影报道

� � � �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 (记者 宁奎
通讯员 罗克文) 记者今天获悉， 在美
国举行的第35届国际桥梁大会（IBC）
上， 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获得亚瑟·海
顿奖，这是我省第一个获得国际最高奖
项的桥梁工程项目。

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是一座多功

能景观人行桥，除人行功能外，还兼具
蹦极、秋千、滑索、T台、走钢丝等多种
用途。该桥长430米，宽6至15米，离地
近300米。2016年建成后， 即获得世界
最长、世界最高、世界首座玻璃作为主
受力结构的大型桥梁等10项“世界之
最”。

国际桥梁大会的奖项被誉为桥梁
界的“诺贝尔奖”。该奖设立于1988年，
每年举办一次， 大会共设约翰·卢布林
金奖、亚瑟·海顿奖、乔治·理查森、古斯
塔夫·林登少和尤金·菲戈奖五大奖项，
分别从设计、实用性、理念等方面对优
秀桥梁工程给予评奖和表彰。

《何云波围棋文集》出版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 (记者 曹辉

通讯员 湘弈)“走进黑白世界， 便仿佛
打开了生活的一片新天地， 人生多了
许多的体验与色彩……” 近日，《何云
波围棋文集》(四卷)由青岛出版社正式
出版。在后记《在黑白世界与你相遇》
中，何云波这样述说他与围棋的情缘。

《何云波围棋文集》是湘潭大学文
学与新闻学院教授何云波的力作。文
集共四卷，分别为《棋声流水》《竹林品
弈》《观棋者语》《黑白有道》，从多个视
角讨论围棋， 挖掘围棋的多重内涵和
深厚底蕴。 中国围棋协会主席林建超
为该文集作序。

临澧铁腕整治
扶贫领域“四假”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 （金小平 王鸿

周勇军）6月13日，记者在临澧县纪委了解
到， 该县太浮镇王化村党支部书记张仕
林、会计张桂忠，编造油茶低改假扶贫项
目，套取扶贫专项资金12万元挪作他用，
最近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今年3月以来， 临澧县大力开展扶
贫领域专项治理工作， 重点整治“四
假”：即一些地方出现的建档立卡“假身
份”贫困户，脱贫退出公示、评议、核算
等搞“假程序”，臆测虚估贫困户收入、
制作“假资料”，搞数字脱贫、贫困村“假
摘帽”等。目前，该县已查处扶贫领域侵
害群众利益典型案件19起，19名在扶
贫领域搞“四假”的人员受到党纪政纪
处分，16名扶贫履责不力的党员干部受
到追责问责。

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获世界桥梁最高荣誉

深圳盐田港首个
县级内陆港在醴陵投运

可极大减少中间环节，降低企业成本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黎利华 刘

林真）6月9日上午， 在深圳盐田国际内陆港———醴陵港，载
着1600吨货物的海铁联运首发班列发出， 从此醴陵乃至湘
东地区又多了一条快捷出海通道。

醴陵港是深圳盐田港设置的全国首个县级内陆港。首
发班列运载的货物主要是醴陵生产的陶瓷类产品， 从醴陵
港运到盐田港后，再出口美国、欧洲等地。醴陵陶润实业有
限公司负责人说， 其公司每天通过盐田港向外出口货物80
余吨，运输成本一直居高不下，而随着醴陵港成为盐田内陆
港，用海铁联运方式可直接为企业减少运费20%，一年可节
省运输成本170多万元。

醴陵安迅物流负责人介绍，醴陵港投运后，由原来从工厂
装货、码头装柜，到现在直接从工厂装柜上车，极大减少了中
间环节，降低了企业成本，时间也从原来7至10天减少到4天。

记者了解到，醴陵内陆港成立，相当于把盐田港的功能
内移到醴陵，在醴陵装箱、报关，在深圳验放，可实现码头、
船公司、企业和海关一体化协作，除了减少中转环节、节约
物流成本，还能缓解深圳、醴陵两地公路运输压力，对加强
深圳盐田港与醴陵的经济合作将起到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