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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王存雄 陈伊乐

8月1日，桂东县沙田镇大水村中家组杉
树林，一名中年妇女冒着酷暑在给村民讲授
七叶一枝花种植技术。

她叫张菊容，今年47岁，是湖南省第十
三届人大代表、大水村党总支书记。

眼前的张菊容朴实，穿着白衬衫、戴着
党徽，与人交流时笑微微的。

因在带领群众脱贫攻坚中， 吃得苦、霸
得蛮，张菊容被当地干部群众称为脱贫攻坚
“女能手”。

风里来雨里去，她走遍村里
每一户人家

桂东是国家级贫困县和罗霄山片区扶
贫开发重点县，大水村是深度贫困村，由原
古岭、建林、云里3个村合并而成，全村833户
2542人。

当地流传一首民谣： 大水不是好地方，
生成一条漏底江。一年四季累死人，半年米
来半年糠！

这里山高林密、道路崎岖，村民分散在
一个个山头，通讯基本靠吼，交通基本靠走，
生产生活困难， 原有建档立卡贫困户367户
1058人。

2017年初，经民主选举，张菊容由原古
岭村党支部书记， 担任大水村党总支书记，
勇敢地挑起村里扶贫攻坚的重担。

为摸清贫困底子，张菊容骑着摩托车风
里来雨里去，走遍村里每一个山头、每一户
人家。

一次，张菊容去一户村民家走访，刚出
发时艳阳高照， 走到半路突然下起倾盆大
雨。张菊容放下摩托车，步行20多公里来到
群众家，令人感动不已。

耐心引导搬迁，举村挪出深山窝

大水村人均耕地不足1亩， 一方水土养
不活一方人，易地搬迁是唯一出路。当地党
委、政府经过充分调研，决定将大水村整村
搬迁至沙田镇周江村安置点。

刚开始，一些村民对搬迁有顾虑，怕生
活没保障、工作不好找，不愿搬，甚至报了名
的也变卦。

张菊容耐心做工作。为了让罗正尧一家
搬下山来，张菊容前后8次翻山越岭，到他家
算经济账、长远账。

张菊容一边做村民工作，一边争取上级
支持。沙田镇党委书记郭景熹说，那些日子，
张菊容是来他办公室最勤的人。

夏日的阳光照耀着周江村安置点， 一栋栋
砖混楼房熠熠生辉，不时有村民往新居搬家具。

“欣逢盛世乔迁第，喜值丰年进雅居”。郭
履华家三室两厅宽敞明亮，大门两边的对联
红彤彤的。

年逾古稀的郭履华和老伴开始并不愿
意搬迁， 张菊容接他们下山参观安置点，老
两口发现周边有工厂、学校、医院、农贸市场
等，生产生活极为方便。

郭履华老家离沙田镇20多公里，有时感
冒来镇上看病要一整天， 车费要好几十元。
参观完后，老两口立马改变了主意，并动员
儿子一家一起下山。郭履华家下山的消息一
传十、十传百，搬迁热潮迭起。2017年底，周

江村安置点交付使用， 大水村833户村民陆
续搬入新居。

发展林下生产 ，带领群众
实现脱贫

搬得出，还须稳得住、能致富，张菊容带
领村民大力种植药材，发展林下经济。

张菊容是种植药材的里手，她发动群众
在杉树下种植七叶一枝花， 免费传授技术，
年亩产效益达6万元以上。目前，全村种植七
叶一枝花60多亩，带动40多户贫困户脱贫。

村民罗正光在张菊容的指导下，成立药材
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吸纳10多户群众加入。
他们流转土地种植七叶一枝花、 厚朴等中药
材，既解决了抛荒问题，又增加了村民收入。

同时，张菊容打破地域限制，发展飞地
经济———在安置点租地建设蔬菜基地，贫困
户进行入股分红。

郭春香一家把5万元小额贷款投入桂东
县氧天下山货公司，每年分红4000元。

不仅如此，张菊容还引进嘉业电子有限
公司，帮助大批贫困户在家门口就业，月均
工资达2000多元。

搬出大山的罗正尧一家，好事一桩接一
桩。他家不但住上了新房，他还在附近的“扶
贫车间”找到了工作，一举甩掉了“贫困帽”。
前不久，他儿子谈了多年的女朋友终于同意
结婚了。

罗正尧说：“吃水不忘挖井人，感谢张菊
容当初算的长远账。”

据介绍，至2017年底，大水村贫困人口
减少至21户45人，贫困发生率从41.7%降至
1.77%。

湖南日报8月6日讯（记者 邹靖方 通讯
员 刘园园）8月4日，湖南邮政和湖南省博物
馆在长沙共同主办的“2018集邮周”开幕。

今年的“集邮周”活动延续“中国梦·集邮
情”主题，活动期间，每日主题分别为“集邮与
文博”“集邮与少年”“集邮与生肖”“集邮与旅
游”“集邮与体育”“集邮会员日”。全省同步开
展近百场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的线上线下集
邮活动。

活动现场进行了“晒藏品·赢大龙”网络
投票颁奖仪式。全省共有100件作品参选，投
票数超6.5万人次，活动主页访问量突破20万
人次。通过网络投票，评选出票数前十名。

活动还开设了文化大讲堂， 邀请专家为
大家讲述龙的起源与龙形演变、 大龙邮票的

前世今生。同时，为了加强集邮文化交流，推
广中华传统文化， 活动还邀请了集邮专家与
集邮收藏爱好者现场交流邮票收藏与邮集制
作经验。

此外，以故宫藏画《四景山水图》卷为原
型设计的特种邮票， 也于当天正式发布。该
套邮票共4枚，分别展示画中表现四季山水
的4个局部，全套面值4元，另有小全张1枚，
售价6元。故宫博物院藏《四景山水图》卷，
为南宋刘松年作，绢本设色，每幅纵40cm，
横69cm。画卷分为四段，分别绘春、夏、秋、
冬四时景象。画面以人物活动为中心，精心
构建庭院台榭等建筑， 行笔设色严谨而注
重法度，人物虽小而形神完备，极富南宋画
院作品的特色。

湖南日报8月6日讯(记者 王文)今日上午，
新环境战略转型座谈会暨新环境·“星”生态智
慧社区服务创客孵化营启动仪式在长沙举行。
在长沙“反炒房”行动中，遭遇近千家门店关停
风波之后，湖南新环境房地产经纪连锁有限公
司首次对外宣布将由单一房产中介平台向智
慧社区生活服务信息平台升级。

湖南新环境房地产经纪连锁有限公司成

立于2001年6月，主要从事二手房买卖、租赁、
销售代理、银行按揭等经纪业务，是一家专业
提供房地产经纪服务的综合机构。此次新环境
将从原来的“房产中介”升级为包含教育培训
服务信息、社区就业服务信息、医疗健康服务
信息、养老服务信息、家政服务信息、代办代收
服务信息、房屋托管服务信息、房屋买卖服务
信息等在内的“智慧社区生活服务信息平台”。

新环境负责人表示，转型过程中，新环
境将投入研发社区生活服务信息机器人，投
放在线下所有门店，将门店建设成为社区居
民身边的生活服务信息站。社区居民可以通
过门店端口或新环境社区生活服务信息机
器人手机端口， 快速查找到社区周边最便
捷、最符合自身需求的服务站点。

作为转型升级第一战，新环境将举办创
客孵化营，寻求智慧社区创业点子，发掘可
孵化、能持续、有前景的创业项目，延伸服务
内涵，从原来的“劳动密集型”升级为包含互
联网+技术、门店互动、VR体验、多功能呈现
为一体的“智能化服务”。

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
———攻坚克难在一线

脱贫攻坚“女能手”
———记桂东县沙田镇大水村党总支

书记张菊容

长沙本土最大房产中介“新环境”宣布转型

打造智慧社区生活服务信息平台

“2018集邮周”活动在湘启动
《四景山水图》特种邮票同日首发

湖南日报8月6日讯（记者 刘跃兵）8月4日，
为期4天的中国第十四届奥地利经济学（经
济学一个学派， 因发源于奥地利而得名）年
会， 在永州召开。30多位全国知名经济学家
参会，“把脉”永州精准脱贫，开出“处方”100
多个。

年会由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
北京潇湘源旅游文化发展中心理事会等
主办。

会议期间，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
院教授张曙光，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维
森等30多名全国知名经济学家，深入当地工
矿企业、农村认真调研，面对面解答大家的疑
惑和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农村脱贫致富，要因地制宜，周边流动
人口多的村，建议发展乡村旅游。外出能人多
的村，吸引能人回归，发展产业……”中国人
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 教授毛寿
龙，在永州市祁阳县白水镇等地农村考察后，
对永州农村的脱贫致富提出如是建议。

如何积极培育龙头企业，推动永州农村
脱贫致富，是这次经济学家们关注的重点。
在听了永州田湘逢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负责人郑生雄的汇报后， 中国社会科学院
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冯兴元建议， 更好
地建立企业发展与农民群众收入同步增加
机制，充分调动农民积极性和参与感，围绕
市场开发产品。

中国奥地利经济学年会在永州召开

30多名经济学家“把脉”精准脱贫

湖南日报8月6日讯 （记者 黄利飞 ）沪
深两市今日惯性低开后震荡走低， 截至收
盘沪指跌1.29%， 报2705.16点， 为连续第
四日下跌；深证成指跌2.08%，创业板指跌
2.75%。

大盘一路下滑， 个股股价跟着“跌跌不
休”，不少湘股“走”出了新低。千金药业现价
9.25元/股，是2014年以来的最低价格；同是
医药股的九芝堂，现价14.39元/股，亦是近4
年来的新低， 公司上市以来最高价出现在
2015年6月，达48.15元/股；熊猫金控股价自
今年年初至今，跌幅已超40%，年内最高价为
23元，现已“腰斩”至12元/股。

另还有方盛制药、中广天择、南华生物、
高斯贝尔等股票，股价皆创年内新低。

Wind统计数据显示，受近期大盘调整影
响，两市有300只股票创出年内新低；1109只
股票年内跌幅超过三成， 接近上市公司总数
的1/3。

不过，市场整体估值接近历史相对低位，
长期投资价值开始凸显； 大市的下跌可能使
得部分绩优上市公司受累。

民生证券建议，市场延续弱势，投资机会
依然以结构性为主， 建议投资者对今年以来
上涨幅度较高、 盈利确定性不强的股票保持
谨慎。

沪指险守2700点
多只湘股股价创新低

湖南日报8月6日讯（记者 刘永涛）银行
理财收益率继续下行。 融360最新监测的数
据显示， 上周银行理财产品发行量共2075
款，环比减少234款；平均预期年化收益率为
4.68%，环比下降0.04个百分点，这已是银行
理财收益率连续6周下跌， 并创去年11月份
以来的最低收益水平。

今年2月份为银行理财的收益率拐点，
2月份平均收益率最高曾达到4.93%，此后
一路下跌， 尤其是最近两个月下跌幅度非
常大。业内人士分析称，7月份流动性充裕，
货币市场利率继续下行， 达到今年的最低
水平， 这是导致银行理财收益下降的最主
要原因。

数据显示， 上周保证收益类理财产品
137款，平均预期收益率为3.87%。保本浮动
收益类理财产品398款， 平均预期收益率为
4.15%；非保本浮动收益类理财产品1411款，
平均预期收益率为4.92%。 结构性存款发行
量共53款，较前周减少了27款。受“资管新
规”有关保本理财退出的规定影响，上半年结
构性存款发行量猛增， 不过下半年以来结构
性存款发行量上升趋势终止， 并且有回落的
趋势。

长沙多位接受记者采访的银行人士认
为，8月份市场流动性将保持充裕， 市场利率
很有可能进一步走低， 预期银行理财收益率
持续小幅下降的概率比较大。

银行理财收益率创9个月新低

长沙首个智能共享停车系统试运行
8月6日，长沙市开福区望麓园街道，靠近营盘路一侧的一排共享车位上停了不少小车。7月下旬，该街道和长沙交通集团合作开发了长沙

首个智能共享停车系统，将小区业主、政府单位的3000多个停车位，实时共享，错时出租，缓解停车难问题。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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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交通运输厅相关负责人介绍， 全省

交通运输系统优先保障扶贫兜底任务，把
符合当地实际、真正造福百姓的交通项目，
抓紧建、 赶快修。“今年要建成的自然村通
水泥 (沥青 )路2万公里，全部位于贫困地
区；提质改造8000公里的农村公路，为明
年实现全省建制村通客运班车做好保障。”

今年7月起，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省交
通运输厅创新通组公路建设工作模式， 采用
统一建设的模式，即由市州统一招投标、统一

签订合同、统一建设标准、统一施工监管，并
一律不得转包、分包工程。

目前，14个市州通过招投标选择的施工
企业， 均具有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以上
资质， 大部分为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资
质。 高资质施工队伍有效促进了通组公路建
设的施工质量、施工安全、施工进度，通组公
路路面施工已全面展开。

按计划，9月底前， 通组公路建设要完
成路面里程1.2万公里以上、路基建设全面
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