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12月25日， 中国铁路总公司发布，怀
邵衡铁路将于26日开通运营。届时，怀邵
地区旅客前往衡阳、 广东方向有了更便捷
通道，可极大节约出行成本。其中，怀化前
往衡阳的二等座票价， 可比目前走沪昆高
铁节约106元。

怀邵衡铁路经怀化、 邵阳、 衡阳三市
14个县（市区），正线全长318公里，时速
200公里，为客货共线。全线设怀化南、安
江东、月溪、洞口、隆回西、隆回、邵阳西、邵
阳、邵阳东、邵东、杨桥、库宗桥、西渡、松
木、咸塘、颜家垄、衡阳东17座车站。其中，
安江东、洞口、隆回、邵阳西、杨桥、西渡为6
座新建客运车站。

怀邵衡铁路于26日运营后， 将在怀
化、邵阳、衡阳三地间开通往返动车，还将
开行至广州南的高铁列车。 旅客即日起可
购买沿线站点车票。

其中， 怀化南至衡阳东二等座票价为
128元；怀化南至邵阳二等座票价为68元；
邵阳至衡阳东二等座票价为60元。

记者注意到，怀邵地区旅客前往衡阳、
广东方向有两种高铁出行方案可选择。

例如， 怀化南站乘车的旅客前往衡阳
东、广州南，如果选择走沪昆高铁，需途经
长沙南， 全程二等座票价分别为234元、
467.5元；如果选择走怀邵衡铁路，则因里
程数减少， 二等座票价分别为128元、370
元。也就是说，怀化前往衡阳、广州可分别
节约106元、97.5元。

又如，邵阳站乘车旅客前往广州南，走
怀邵衡铁路的全程车程缩至3小时20分以
内，二等座票价为302元，节约了103元。

2019年1月5日起，全国铁路将调整运
行图，在此之前，怀邵衡铁路将先开行动车
组列车7.5对。 明年实施新的铁路运行图
后，将日常开行动车组列车18对，其中将
开行前往贵阳的列车。

湖南日报
共青团湖南省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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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2月25日讯 （记者 田育才）今
天上午，张家界市举行对接中国500强企业重
大项目集中签约仪式，签约项目7个，总投资
达183.06亿元，成为该市近年来与中国500强
企业签约金额最多的一次。

这次签约的项目涉及全域旅游开发、
风力发电、绿色能源开发等领域。其中，永
定区全域旅游开发暨荣盛国际康养度假区

项目拟投资60亿元，是一个集高端会议会
晤 、健康旅居 、休闲度假 、养生养老 、生态
田园等多种业态于一体的高端文旅项目。
途居张家界房车露营公园项目总投资额2
亿元， 将在武陵源核心景区双丰村建设集
房车露营区、自驾露营区、木屋度假区、帐
篷度假区、拓展训练区、儿童娱乐区、游客
接待中心、 户外研学区于一体的综合性露

营公园。
据了解，今年来，张家界坚定不移落实省

委、省政府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扎实开
展“产业项目建设年”活动，全年参加、举办各
类招商推介活动70余次， 先后接洽了正威集
团、比亚迪集团、农夫山泉等知名企业，已履
约重大招商项目34个，总签约金额达763.87亿
元。

� � � � 湖南日报12月25日讯 （记者 戴鹏 通讯
员 向延平 周轩宇）今日，株洲市集中开竣工
项目85个。这是该市今年举行的第4次集中开
竣工活动。

株洲市这次集中开竣工项目中， 新开工

项目41个，总投资475.64亿元，包括株洲信息
港项目、四为·湖南第四代建筑研发示范基地
项目、 株洲中车特种装备科技有限公司产业
基地建设项目等；竣工项目44个，包括莲株高
速公路改扩建工程、中国移动（湖南株洲）数

据中心一期项目等，总投资280.45亿元，年实
际完成投资75.86亿元。

今年， 株洲市扎实开展“产业项目建设
年” 活动，1至11月完成重点项目投资1062亿
元，其中重点产业项目投资688.1亿元。

张纪鋆

� � � �名片
� � � �谢岱曦，1986年出生，长沙人，祖籍怀
化洪江市（原黔阳县）。上海大学毕业，后留
学韩国。2010年学成回国后一直在上海从
事数字媒体创意工作。2016年回到老家黔
阳古城，创建网红民宿“黔阳荟客厅”。

� � � �故事
初见谢岱曦，是初冬时节。在省城长沙

的一家不大的西餐厅里， 刚从重庆磁器口
古镇考察民宿归来的他， 一落座就打开了
话匣子， 谈起他此行的收获和心爱的民宿
事业。

谢岱曦的外公是黔阳人。小时候，外公
经常带着他在黔阳古镇里走走逛逛。 爷孙
俩走过的每一条青石板巷， 每一块青砖古
瓦，每一处小桥流水，都刻在了谢岱曦的骨
子里。在外漂泊多年，说起故乡小镇的点点
滴滴，他依然如数家珍。

谢岱曦3岁随父母迁居省城长沙，18
岁，告别家人远赴他乡异国求学，而后便是
孤身一人在喧嚣的大上海打拼。 每当自己
在都市丛林里身心疲惫的时候， 他就会抽
空回到千里之外的故乡， 在青砖古瓦间漫
步，在乡愁的浸淫中抚慰自己。

也正是这样的乡愁羁绊， 才让他下决

心，放弃了大都市的舒适生活，回到了熟悉
的故乡小城，开始创业的新生活。他梦想能
像一千多年前贬谪于此的“诗家天子”王昌
龄一样，用这里的一方山水，慰藉每一个过
往宾客的心灵。

搞民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特别是
在古城搞民宿，制约因素多，工程量大，资
金投入是个最头痛的问题。 看着满地的残
砖碎瓦， 好几拨前来考察的投资商都望而
却步。最后，他劝说家人把自己的房产作抵
押取得银行贷款才渡过难关。 工程刚刚启
动，却又出现意想不到的危机，附近有的居
民担心危房改造伤及自家房屋， 一次次地
上门闹事阻工， 谢岱曦便一次次苦口婆心
地解释， 终于得到邻居们的谅解……从
2016年到2018年，历尽两年寒暑，占地近
千平方米、 耗资200多万元的“黔阳荟客
厅”终于顺利落成。

“黔阳荟客厅”原本是当地的一所老旧
祠堂，1976年这里被改建为黔阳古城最大
的电影院。 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文
化生活的多元化， 昔日热闹的电影院后来
门可罗雀，渐渐成了人烟稀少、破败不堪的
危房。

为了改造这所老旧的“窨子屋”，谢岱
曦秉承“向史而新”的原则，最大限度地保
留了原有的建筑结构和风格， 修复了坍塌
的舞台、礼堂和天井，复原了比较罕见的马
头墙翘角“象鼻嘴”，并挖出原已深埋于地
的垫木石墩重新利用。甚至，连老宅里原有
的一面毛主席语录墙也被原汁原味保留了
下来。同时，谢岱曦又在修复中融入了玻璃
幕墙、彩色灯光等现代元素。经过他的一番
精心打造，曾经的废墟摇身一变，成为了黔
阳古城最富有时代气息的文化新地标。

“好的民宿，不仅仅是一间旅馆，更要
成为一所能记录历史的博物馆。”谢岱曦坦
言，他希望把“黔阳荟客厅”打造成一间留
得住乡愁、看得见文化、摸得着历史的民俗
档案馆， 游客们能在这里体验到有文化的
“慢生活”，而这也是他创业的终极目标。

2018年国庆，谢岱曦的“黔阳荟客厅”
开张后， 迅速成为黔阳古城新的网红打卡
地。10月中旬，深圳“华英会”与“大湘西设
计联盟” 设计交流会的组织方专门把会场
设在这里。 一位与会嘉宾这样评价：“这里
不仅能给人一种舒适的享受， 更能感受到
一种人文历史的熏陶。”

张家界对接中国500强企业
重大项目集中签约

签约项目7个，总投资逾183亿元

株洲85个项目集中开竣工
谢岱曦：

筑梦古镇慰乡愁

� � � � 谢岱曦
通讯员 摄

� � � � 湖南日报12月25日讯 （记者 刘银艳 通
讯员 叶飞艳）记者今天从省人社厅、省医疗
保障局了解到，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
办公厅电子政务办要求， 各省市区要在2018
年12月底前全力完成群众办事百项难点堵点
疏解工作，两部门已于日前发布通知，确保按
期完成涉及人社、 医保工作的23项难点堵点
问题的疏解。

对于23项涉及人社、 医保工作的群众办
事难点堵点问题，两部门一一提出疏解举措。

如关于“求职招聘还要到公共就业服务
大厅， 还不能完全实现网上同步服务” 的问
题， 疏解措施为： 办好“指尖上的网络招聘
会”， 将各类求职招聘信息在“湖南人才网”
“湖南民生网”“就业吧APP”“智慧人社APP”
和公众微信号等5个平台同步发布；现场招聘

会入场单位的招聘信息采用“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模式，实现同步发布。各市州、县市区
参照执行。

关于“办理医院报销时每次都得出具
生育保险就医确认单” 的问题， 疏解措施
为：按国家医保局要求，进一步简化生育费
用报销手续，凭身份证或社保卡直接就医，
取消生育保险就医确认单、 妊娠证明等材
料。

两部门要求，各级人社部门、医疗保障部
门要高度重视，全面疏解百项堵点问题，对解
决堵点的进展情况向社会公开公示， 接受群
众监督。两部门将适时组织专人力量，对难点
堵点问题进行实地核证。

� � � � 改革开放以前， 我省农村用电覆盖
面小，供电水平普遍低下，煤油灯是当时
农村人家常用的照明工具。改革开放后，
随着经济的发展， 我省大力推进农村电
力建设。1995年实现了省网内乡乡通电；
1997年实现了省网内村村通电；1998年，
湖南率先在全国开始农网“两改一同价”

改革，实现城乡用电同网同价。2006年实
现了国家电网供电范围内“户户通电”。
2017年9月底，完成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
“两年攻坚战”， 我省乡村告别了不稳定
的小水电， 实现村村通动力电。40年来，
我省累计完成2.5万余个行政村 (合并后 )
的农网改造， 全省农网户均配变容量从

0.21千伏安增加到1.69千伏安，供电能力
提 升 704.76% ， 农 村 供 电 可 靠 性 达 到
99.79%。如今，我省农村家家户户进入了
电气化时代 ,洗衣机、电视、电炊具、空调
等生活电器成为常用品， 各类电动加工
设备也纷纷涌现，成为农民增收、农村发
展的“好帮手”。

农村供电：从煤油灯到电气化

� � � � 上图：1980年小年夜， 江永县松柏瑶族乡
棠景村，村民在煤油灯下表演节目。（资料照片）

何东安 摄

� � � � 左图： 12月17日晚， 嘉禾县珠泉镇石田
村， 村民围坐在一起观看电视娱乐节目。

黄春涛 摄

23项人社医保办事
“难点”“堵点”大“疏解”

怀邵衡铁路
初期开行7.5对列车

怀化南至衡阳东二等座票价为128元， 比走沪昆
高铁节约106元

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镜观其变

新开工项目41个，总投资475.64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