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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湖南日报记者 李治 通讯员 冷冰 覃瀚仪

夏末秋初，暑热还在延续。
“7至9月是外地菜的淡季，正是本地菜的

供应旺季，弥补了外地菜源的不足。”8月下旬，
长沙县黄兴镇蔬菜协会会长章继业欣慰地说，
蔬菜是黄兴镇的传统产业，特别是海吉星市场
的到来，有力推动了本地蔬菜走向全国。

本地菜进了家门口的大市场

海吉星市场有个本地菜交易区， 专门为
黄兴镇种植户开辟的， 在场内做生意的本地
农户300余户，日均交易量达150吨。章继业
介绍， 去年协会会员常年蔬菜种植面积达到
8000亩， 协会指导带动全镇种植蔬菜面积
1.6万亩，总产量5.47万吨，年产值达2亿元。

黄兴镇老百姓提到的“海吉星”，全称是长
沙黄兴海吉星国际农产品物流园，总占地面积
近900亩，投资超20亿元，分两期开发建设。项
目一期占地446亩， 承接了马王堆蔬菜市场的
整体迁入。2017年交易量592万吨，交易额559
亿元，市场日均交易量达12000吨，日均车流量
5000台以上，日均人流量2万人以上，承担了长
沙市90%以上的蔬菜供应任务， 保障了全省
80%的蔬菜供给，是湖南名副其实的“菜篮子”。

海吉星进场交易蔬菜来源地涵盖全国
20余个省市和部分东南亚国家，下游覆盖湖
南全省及湖北、江西等部分城市。海吉星市场
搬进黄兴镇后， 成功跃升为全国最大蔬菜枢
纽中心市场， 除了带动当地蔬菜业发展和老
百姓家门口创业就业外， 还有效促进了乡镇
农业、房地产、酒店餐饮、汽车服务、物流配送
等行业的发展与崛起。

产业链不断延伸带来集聚效应

上世纪90年代初，黄兴镇成为亚洲最大
的硫酸锰生产基地， 但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
染。2002年底，黄兴镇13家化工厂全部关闭，
确定大力发展蔬菜、苗木花卉和休闲旅游业。

苗木花卉是黄兴镇的支柱产业， 从业人
员有3万多人。眼下天气热，需要在苗木运送
车上配冰块，可以保证送达后苗木保温保湿，
利于种植。 黄兴镇花卉苗木园艺协会会长刘
兵家往年要到长沙市的马王堆或者红星市场
去买，现在只要打个电话，海吉星的专业户很
快送冰上门。一车40块冰，一块冰比原来少2
元成本，一年可以省下几万元。

2016年4月， 海吉星市场搬来后， 每天
5000辆货车从四面八方送菜来，返回时可以
优惠捎带货物回去。刘兵家一年发2000苗木
车次到外地，现在专门用这样的车，每年光车
辆运输费就节约了20万元成本。

海吉星的到来，形成了很大的集聚效应。
该市场隔壁的车马村就为市场输送了10多
名保安、30多名物流配送分拣员和近百名保
洁员。村支书罗科明告诉记者，市场有1万经
营户，带动了餐饮和房地产市场，村里正借助
市场的人气积极规划旅游休闲产业，一些“农
家乐”的生意也越来越好。

翻云娃食品公司以生产辣条、 豆制品为
主，一个月大蒜要用10吨。该公司负责人告诉
记者，家门口有了海吉星市场，方便又便宜，不
用再去别的市场找。 以前员工就餐是个问题，
现在两三百人的食堂，选购食材随买随有。

黄兴镇拥抱全国最大的蔬菜枢纽中心市
场，走出了一条园区产区和谐发展，产业之间
互补共振的好路子。海吉星相关负责人介绍，
项目二期正在建设中,投入运营后，年交易额
可达到1000亿元以上，带动当地蔬菜基地面
积100余万亩，辐射带动农户50万户，间接提
供就业岗位10万个。

“上下游产业链不断延伸， 集聚效应初
现。”黄兴镇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在海吉星
等大型经济体带动下， 全镇经济形势运行良
好，1至7月共完成财政总收入1.28亿元。

海吉星市场日均交易量12000吨
保障全省八成蔬菜供给———

黄兴镇拥抱蔬菜
走向繁荣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见习记者 邹娜妮 通讯员 杨亲福

8月29日清晨， 在新化县奉家镇浪山坪
林场，护林员奉益林穿上印有“保护森林”字
样的橙色背心，手拿铁扫把，开始了一天的
巡山工作。

浪山坪林场， 被誉为奉家山系的“绿
心”，始建于上世纪70年代，面积2万余亩，主
峰海拔1338.9米， 是目前娄底境内面积最
大、林相最好的一处人工林场，许多大树的
树围都在1米以上。茫茫林海，有着50年无火
灾的记录。通过精心管养，这里已是“密不透
风”，这背后得益于一群护林员的默默奉献。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山里人
都想着办法“走出去”。1984年进入林场护林
的奉益林， 却固执地留了下来。“益林益林，
益于山林。”奉益林说，“34年了，我早已把自
己融入这片山林，割舍不掉了。”

防火，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场里有小
板屋1栋，瞭望台1个，奉益林把家安在这里。
无论严寒还是酷暑，他总是穿梭林间，住在
山尖，守护着这片林子。

几年前的秋天，连续晴了20多天，每一天
都让奉益林提心吊胆。“一次巡山的时候，发现
西边林子有一股浓烟， 我飞奔过去把火扑灭，
后来调查才知道是有人丢了烟头。” 起火的地
方是一条林道， 为了避免类似情况再发生，他
把打扫人行道的任务也扛在了肩上。

“辛辛苦苦几十年， 一把火烧到解放
前。” 奉益林说，“我是眼看着这片林子生长
繁茂起来的，千万不能因疏忽大意而毁了。”
在平时的巡山中，奉益林格外认真。清查火
灾隐患，整理防火隔离，树立防火标牌，他总
是要一遍一遍确认。 每逢遇到有人上山，他
总是要反复交代：不能在山上抽烟，不能携
带火种，不能点火烧火……

奉益林家的稻田是村里产量最低的。儿

子长期在外务工，奉益林又以山为家，稻田
只能任其“自然生长”。2013年，正值插秧季
节。连续的大太阳，让奉益林不敢离开林场。
别人家的稻田已经绿意盎然，奉益林家的农
田却依然杂草丛生。

妻子舒艳梅气得几天不同他讲话， 奉益
林却笑了：“幸好守在场里！当时两个小孩进山
扯苦藤，生火热中饭，走了火，被我巡山时发
现。稻谷年年可种，但山上不能出一点问题。”

3年前，林场通了公路，游客纷至沓来。
奉益林更忙了，但他心里却美滋滋的：“人气
旺了，能带动村里的经济发展。很多以前无
人问津的土货，都变成了抢手货。”

34年来，几代护林员进山、出山，可奉益
林走过山林为伴、鸟兽为友的岁月，依然坚
守林海。如今，望着这天然氧吧，他看到了开
发林场生态旅游让村民脱贫致富的希望。巡
山结束， 他擦掉额头上的汗水， 开心地说：
“感觉自己守出了一片‘金山’！”

湖南日报9月2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张
灿)8月30日下午， 长沙市祁乡商会向祁阳县130名
贫困生发放助学金33.1万元。

长沙市祁乡商会是由祁阳、祁东两县在长沙的
企业家自愿组成。2014年，该商会实施“五年千人助
学计划”。到目前，已资助祁阳、祁东两地1075名品
学兼优的贫困生，资助金额达332.5万元。

该商会负责人表示，下一个5年捐赠的额度，将
在500万以上。

湖南日报9月2日讯（记者 余蓉 通讯员 刘霞）
8月30日，在中小学校即将开学之际，安仁对全县范
围内的100台营运校车全面体检完毕。

近年来， 安仁县狠抓校车管理长效机制建设，在
财政并不宽裕的情况下，先后投入近1800多万元，用
于校车新购、旧车退出补贴、视频监控平台建设、道路
标识建设等。 目前， 全县已投入运营的新国标校车
100台，运营线路460多条，幼儿园实现了全覆盖，中
小学覆盖率达到了95%以上。同时，县财政每年划拨
40余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对校车管理工作的奖励。

据悉，因校车营运规范、校车安全零责任事故，该
县已连续三年获评省校车安全管理工作优秀单位。

湖南日报9月2日讯（记者 邹仪 通讯员
骆力军 单明海）“以水为镜整衣冠，朱砂开启
读书智……” 日前， 在千年学宫宁远县文庙
内， 身穿汉服的学童在家长的陪同下经历朱
砂“破蒙”、开笔写“人”字、奉束脩挚礼等环
节，一同接受传统启蒙“开笔礼”的洗礼。

宁远文庙始建于北宋，距今已有1053年
的历史。它是我国现存文庙类建筑中始建年
代最久远的两处孔庙之一，也是湖南省和中
南六省区保存规模最大、 最完整的一座文
庙。

双手正冠、齐领口、收束腰。当天上午，
300余名学童和他们的家长， 在大成殿前排

列成方队，开始行正礼。一拜先生教我读书，
再拜先生教我做人，三拜先生永志不忘。三拜
让孩子们加深对先生的了解， 懂得今后要对
父母、对老师尊敬和感恩。

“师者，传道授业，弟子，寒窗勤学，礼
成！”经历朱砂开智、击鼓明智、启蒙描红、奉
束脩挚礼、集体诵读《弟子规》等系列庄重环
节后，主持人高声宣布“开笔礼”结束。

“这次活动并非一次简单的复古礼，而是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对孩子的心理
成长、 道德观的确立都将起到积极作用。”该
县文庙管理所负责人郑成德表示， 今后这项
传统而隆重的典礼将继续在文庙办下去。

徐典波 李巍

雨，暴雨，男孩雨夜欲爬上楼顶天
台。

救，苦救，民警救下男孩而自己受伤。
8月31日晚， 岳阳民警完成了一

场“恪尽职守、不怕牺牲”的救人壮举！
当晚， 特大暴雨突袭岳阳市君山

区。21时10分， 岳阳市公安局君山公
安分局广兴洲派出所接到一起紧急警
情：辖区一名17岁的男孩因与家人怄
气，爬至楼顶天台，悬空坐在栏杆上。
接警后，派出所民警邬彪、刘遥、袁仲
及辅警蔡威、方伟火速赶往现场处置，
同时通知消防部门携带救生设备前往
增援。

民警到达现场后发现， 男孩打着
赤膊坐在湿滑的栏杆上。 夜间暴雨天
气恶劣， 不利于民警展开思想攻势和

强行施救。紧急关头，刘遥先是借口给
男孩送衣服，一边喊话一边慢慢靠近，
但是男孩抵触情绪很强， 只要察觉到
有人稍微靠近就大喊要跳下去。 刘遥
守护在离男孩约3米远的地方，干脆脱
下了警服上衣， 称要陪着男孩一起打
着赤膊淋雨“谈心”。

两小时过去了，民警淋着雨，执着
地守护和耐心地劝导着。 初秋的雨已
有寒意， 民警的举动似乎让叛逆的男
孩感受到了丝丝温暖， 不再那么激烈
抵触。察觉到男孩的情绪有所缓和，刘
遥果断冲上前将其从栏杆上拽下，守
候在一旁的邬彪、袁仲、蔡威、方伟迅
速上前协助。

在解救过程中， 轻生男孩再出现
情绪波动。参与处置的民警果断处置，
均有不同程度受伤。 蔡威的手掌被栏
杆刮得血流不止，最终成功救下男孩。

湖南日报9月2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
员 蒋可可 唐耀东)8月31日凌晨3时14分，雨
下个不停。 永州市消防支队双牌县大队接到
报警， 二广高速2294公里永州往广东方向，
两辆货车追尾，1名驾驶员被困，急需救援。

4时10分， 双牌县消防大队官兵到达现
场，只见一辆厢式货车车头整体后缩，严重变
形， 一名男性驾驶员的双腿被方向盘及严重
变形的驾驶台牢牢卡住，动弹不得。

消防官兵立即冒着雨， 用液压扩张器和

无齿锯分割变形的驾驶室，但一度困难重重。
而这时，被困驾驶员的情绪已很不稳定，呻吟
声不断，还大喊大叫。

面对这一情况， 消防官兵用液压扩张器、
液压剪作业，使驾驶员的脚有了一些活动的空
间，并安抚被困驾驶员的情绪。时间一点点过
去，雨越下越大，参加救援的消防官兵脸上、身
上，全被雨水淋湿，但大家争分夺秒施救。

6时15分， 消防官兵成功救出被困驾驶
员，将他送往医院接受救治。

宁远千年文庙重现学童启蒙“开笔礼”

双牌消防雨夜救人

湖南日报9月2日讯（欧阳倩 侯文
艳） 长沙火车南站综管办日前发布消
息，从7月1日到8月31日，长沙火车南站
到发旅客1321万人次，同比增长9%；日
均到发21.4万人次， 较去年每天增加2
万人次。 客流最高峰为8月18日， 到发
24.1万人次，创暑运历史新高。

暑运期间，长沙火车南站在设备设
施、服务质量、人员配备上下功夫，力争
让旅客不仅“走得了”，还“走得好”。

同时，该站还组织“和谐号”高铁
党建联盟的19个成员党组织， 每天提
供文明出行引导、 现场秩序维护行李
搬运等服务。

湖南日报9月2日讯(记者 姜鸿丽
通讯员 陈静琴 贺斌)8月31日， 在常
德市政务服务中心， 常德市民姚艳华
用时不到20分钟，便在一层楼、一个
窗口一次性办完了房屋交易所有手
续，其中缴纳契税仅用时3分钟。而以
往， 二手房交易是办税提速的堵点难
点，纳税人要几个单位来回跑，最快也
要一个上午。“现在办税的环节少、时
间短，我们纳税人方便又快捷。”姚艳
华为新税务的“加速度”点赞。

这是国家税务总局常德市税务
局挂牌以来，实施税务流程再造带来
的便捷。8月是省、市、县、乡四级新税
务机构挂牌后的首个征期。为提速办

税，常德税务全面落实152项“最多跑
一次”涉税清单，新办纳税人可通过
“网上税务局”体验“套餐式”服务，涉
税信息报告等91个涉税事项可“一网
通办”，办税流程节点减少30%。纳税
人可在一个平台办理包括主附税(费)
联合申报、完税凭证开具等在内的10
项原国地税综合业务和16大模块专
项业务。

8月份，常德市各大办税厅受理涉
税业务12.14万笔， 代开发票4.02万
笔， 纳税人网上办理申报17.08万户
次。通过办税提速，单次办理业务平均
时长仅3.3分钟 ， 纳税人满意度达
99.41%。

老百姓的故事 奉益林：守出一片“金山”

常德新税务办税提速
单次办理涉税业务平均时长仅3.3分钟

民警苦守两小时救下男孩

暑运期间长沙火车南站
到发旅客同比增长9%

9月2日，长沙市望城区沙河，蓝喉蜂虎一家翔集枝头。蓝喉蜂虎色泽艳丽，是夏季繁殖于湖北及长江以南的不
常见鸟，已连续8年在沙河被发现。今年出生的幼鸟（右边4只）已经长大，将和父母（左边2只）一道飞往东南亚一带
越冬。 湖南日报记者 张京明 摄

翔集枝头

新闻集装
祁乡商会

5年资助千名贫困生

安仁：
开学前为校车全面体检

9月1日，道县梅花镇棠下村外婆红心火龙果有机生态园内，果农采摘火龙果上市。近年，
该镇大力发展特色果蔬产业，先后引入火龙果、人参果、百香果等多品种水果，建成农业特色产
业基地17个，发展果蔬种植5000亩，带动群众增收360万元以上。 蒋克青 摄

种下火龙果 日子“火”起来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 年 9月 2日

第 2018238 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1005 1040 104520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938 173 335274

7 02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8年9月2日 第2018102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02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085333716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4
二等奖 163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8922949
5 120335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906
88291

1349901
10332754

47
3637
53144
412563

3000
200
10
5

0506 19 21 28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