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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乘客：大家注意要穿好救生衣、拿
好救生圈， 确保人身安全……”1月24日，湘
江上游的祁东县归阳镇寒风刺骨。 一位年逾
六旬，身着黄马甲、皮肤黝黑的大叔，正在往
返于祁东、祁阳的渡船上，热情地招呼过江的
群众，提醒注意事项。这个人就是唐世国。

唐世国今年61岁，祁东县归阳镇状元桥
村龙船村民小组村民， 系祁东县归阳镇下埠
头湘江渡口渡工、安全监督签单员。唐世国从
事水上生产、摆渡35年来，凭着自己良好的
水性和侠肝义胆， 从湘江中救出落水者23
人，被祁东、祁阳、常宁等地群众誉为“最美摆
渡叔”。

下埠头湘江渡口，是全省重要渡口之一，
地处祁东、祁阳、常宁3县（市）交界之处，每年
渡送乘客达50万人次。

下埠头江宽600余米，水质优良，水鸭成
群，江鸥飞翔，是休闲度假的好地方。一到夏
天， 这里便会吸引省内外游客和当地群众前
来游泳、戏水，但遇上风大浪急等恶劣天气，
溺水事件时有发生。

唐世国清楚地记得， 他第一次救人是
1984年7月15日，那天正值洪水上涨。一个中
年妇女在江边洗菜，一不小心滑入了深水区。
一个浪头扑来， 妇女迅即被卷入江心……千
钧一发之际， 正在附近水域放网的唐世国眼
明手快，纵身跳入滚滚洪流。在水中摸了半个
多小时，终于把沉入水底、奄奄一息的妇女救
上岸来，并迅速将其送往医院急救，使其脱离
生命危险。

俗话说 ,“世上有三苦， 撑船打铁磨豆
腐”。唐世国祖祖辈辈住在湘江边，是喝湘江
水长大的。 他5岁学会游泳，8岁能横渡湘江，
10岁就学会潜水捉鱼、挖砂石，练就一套水
上救人的本领。

2012年7月26日， 归阳镇附近一名妇女
带着两个小女孩在码头边洗衣服。 两个孩子
互相戏水，双双滑入深水区。正在岸边休息的
唐世国发现后，一头扎入水中，把两个孩子救
上岸来。

1988年农历正月初三，祁阳县黄泥塘镇
石兰村湘江渡口发生翻船事故，40余名乘客
落入水中，情况万分危急。当时，正在岳父、岳
母家拜年的唐世国闻讯赶来， 立即加入救人
队伍中。

“当时，正值三九严寒，我在寒水中泡了两
个多小时，共救上岸7人。”唐世国回忆，当他自
己爬上岸来时，全身冻得发紫，已不能说话。他
缓过来说的第一句话竟是：“如果你们早点告诉
我的话，我还可以多救几个人。”

救人不留名，是唐世国的特点。所以一直
以来，大家对他舍己救人的事迹，并不是十分
了解。直到有一天，一位被救者的家属把唐世
国救人的全过程拍了视频，在网上发出来，唐
世国的英雄事迹才被众人知晓。

对于被救者亲属的当面感谢， 唐世国
每次都是婉言谢绝。去年8月13日，老唐一
次性从湘江救出刚刚考上大学的18岁高珂
和其表妹、10岁的高艳玲。高珂的母亲王美
元带了许多水果、营养品来感谢唐世国，还
说要付给他一笔慰问金， 都被唐世国一一
谢绝了。他说：“这是我应该做的，孩子们安
全就好。”

在被救的落水者中，有一个叫唐恒的男孩，
今年23岁。9岁那年，他下河洗澡，不小心被漩涡
卷走，幸好被唐世国救起。从此，两家成了“亲
戚”，逢年过节都要相互走动，直到如今。

■点评：

“世上有三苦，撑船打铁磨豆腐”。今年60
岁的渡工唐世国， 坚守祁东县归阳镇下埠头
渡口35载，凭着自己良好的水性和侠肝义胆，
从湘江中救出落水者23人。善心可嘉，勇气可
赞。

常言道，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
一辈子做好事。 唐世国持续35年江中救人的
事迹告诉我们：只要一心向善，持之以恒，一
辈子做好事并非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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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黄利飞

2018年的股市走势， 既考验股民的耐
心，也挑战市场的信心。全年上证综指、深证
成指和创业板指三大股指均下跌超过24%，
沪深两市年度保持上涨姿态的个股不多。

但总有“高手”能抓住了机会，炒上了
“牛股”。比如，中签一只湖南新股，股价涨幅
最高达87%；守住一只白马股，亦能轻松跑
赢大盘。

湘股总市值超7000亿元 ，
排名全国第13

去年12月28日， 沪深股市红盘报收，
2018年A股收官。

尽管去年最后一个交易日以上涨收盘，
但对广大投资者来说，2018年的市场表现，
并不值得击掌庆贺。上证综指、深证成指和
创业板指全年分别下跌24.59%、34.42%、
28.65%。

如此行情之下，湖南板块指数全年下跌
约30%；从全国范围来看，湖南板块的下跌
幅度并不很大，海南、甘肃、宁夏等板块下跌
幅度超过40%。

股价下跌，若是股本不变，股票市值自
然要缩水。

2018年，湖南104家上市公司市值累计
蒸发2700亿元；总市值为7092亿元，排名全
国第13；中部六省排名中在湖北、安徽之后。

截至2018年底，湖南上市公司的数量位
列全国第九，市值位列全国第13。湘股市值
与个股的股本规模、股价密切相关。

湖南省上市公司协会秘书长王靖夫介
绍，目前湘股中的国企、民企数量是“三七”
开，湘股股本规模普遍不大，近两年证券市
场下行也使得大部分湘股股价持续低迷，市
值出现较大幅度缩水。

2018年， 有15家公司市值进入百亿俱

乐部，即创业板的爱尔眼科、芒果超媒、蓝思
科技和景嘉微，深市主板的中联重科、隆平
高科、华菱钢铁，沪市主板的方正证券、长沙
银行、五矿资本、中南传媒、益丰药房、绝味
食品、老百姓、旗滨集团。

新股领跑， 湖南盐业股价
全年涨87%

股市风云变幻， 总有个股能够逆势上
扬，脱颖而出。

2018年， 若以三大股指29.22%的平均
跌幅计算，104只湘股中有37只个股“跑赢”
了大盘，占比约为35.6%。

全年上涨的湘股股票有6只， 分别是湖
南盐业、宇晶股份、恒立实业、爱尔眼科、芒
果超媒、御家汇。6只股票中有3只是2018年
上市的新股。

湖南盐业2018年3月26日在上交所上
市，除上市首日上涨44%之外，随后连续斩
获13个“一”字涨停板，4月16日首次打开涨
停板时收盘价为18.46元，较3.71元的发行价
上涨了397.6%；2018年全年该股股价上涨
了87.17%，成为湘股板块股价涨幅最大的股
票。

值得一提的是，湖南盐业上市时，新股
市场正处于寒冬期， 新股涨停个数大大减
少———2018年2月上市的新股中， 平均涨停
数仅为4个；3月新股平均涨停数降至3.2个；
而2017年全年新股平均涨停数高达10个。
湖南盐业凭借较低的发行价、 良好的业绩、
可想象的成长空间等，赢得了投资者的持续
关注。

赶上去年IPO末班车的宇晶股份，11月
29日上市首日如期上涨44%， 随后连获5个

“一”字涨停板。2018年最后一个交易日收盘
价为34.9元，年度股价涨幅为65.17%，在湘
股板块排名第二。

2018年下半年因为一桩收购，多次收到

交易所问询函、 最终终止收购的御家汇，虽
历经一段波折，但全年股价仍上涨22.69%。

看重价值投资，爱尔眼科成
湘股“市值王”

湘股板块2018年股价涨得最“妖”的，莫
过于恒立实业。

恒立实业以生产和销售汽车空调为主
营业务，市值低、业绩差，是典型的壳概念
股。2018年10月22日至11月16日，该股股价
连续上涨，其中包括13个涨停板，市值瞬间
激增；其股价全年上涨超过60%。

推动该股涨停的动力是游资联手炒作。
“这种股票，散户若是跟风买入，很可能高位
接盘被牢牢套住。” 湖南资深股票投资人士
李布维提醒。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以626亿元市
值高居湘股市值榜首的爱尔眼科。

2018年，爱尔眼科股价累计35次创历史
新高， 股票K线走出了一条漂亮的上扬弧
度，年度涨幅近30%。

股价逆势上扬的背后，有着坚实的业绩
增长后盾。

数据显示， 爱尔眼科2009年上市之初
营收为6.06亿元，2017年为59.63亿元；归属
净利润从9249万元增长到7.43亿元，年均复
合增长率高达30%；2018年前三季营业收入
和净利润，均已超越2017年全年。

一位股票爱好者告诉记者，2018年这个
行情，他没有做任何波段操作，长线持有3只
股票，其中一只已经跟踪了10年。“虽然持有
期间内，股票的价格有剧烈波动，我没有卖
出；只要企业价值在增长，未来企业股票价
格就会增长。”

这与湘股“市值王”爱尔眼科管理层的
观点不谋而合。“只要公司业绩增长、品牌价
值在上升， 市值肯定会有一个合理的反映，
市值只可能迟到，不可能缺席。”

湖南日报1月25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
讯员 喻启航 丑期铮）输入身份证号码，拍照
验证，一张临时身份证便“吐”出来了———今
天， 湖南首台铁路乘客临时身份证自助补办
机在长沙火车站投入使用。 旅客乘火车如果
忘带身份证，无需再去派出所人工办理，只要
记住身份证号码，1分钟内即可自助补办。

上午10时许，在长沙火车站售票大厅临
时身份证自助补办机前， 一位旅客在工作人
员的指引下进行操作。 自助补办机与自动取
票机外观相似， 只需按照屏幕上的提示操作
即可。

旅客输入身份证号码后， 系统进入人脸
识别阶段，屏幕显示提醒“请抬头注视屏幕上

方摄像头”，拍照完成后，屏幕显示“正在进行
人像采集请勿离开”。经过几秒钟的系统核实
身份后， 一张临时身份证便从机器的取证口
“吐”出来了，整个过程不到1分钟。

以往，旅客遗失或忘带身份证，需在车站
派出所进行人工办理，还需交相关办证费用。
今年春运， 长沙火车站在全省率先投入铁路
乘客临时身份证自助补办机， 分别在车站售
票大厅和城际站售票厅安装1台。旅客可自助
免费补办打印。

长沙火车站提醒， 旅客通过自助补办机
补办的临时身份证，仅限于当天购票、取票、
乘火车时使用， 且同一身份证一天内只能自
助补办一次。

湖南日报1月25日讯 （记者 彭雅惠）复
杂的国际贸易形势影响我省部分水果出口。
如何利用遍地开花的加油站， 助力湖南外销
水果成功转内销？ 今天，“中油助农 换购有
礼”活动在长沙启动，由省商务厅牵线，湖南
橘子罐头与中石油湖南销售分公司建立定
向供销关系， 开启我省农特产品进加油站销
售新渠道。

据介绍， 进入加油站的湖南橘子罐头由
湖南果秀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果秀”）生
产。 该公司是我省重要农产品加工出口企业
之一， 每年向全省6000多户果农收购柑橘、
黄桃等水果，加工成罐头食品，70%以上产品
出口海外，年产值达8亿元。随着国际贸易形

势变化，该公司海外市场受到一定影响。
“利用加油站便利店开拓农特产品

销售市场 ，不失为一种有益尝试 。”省商
务厅副厅长周越表示 ， 加强和创新农产
品产销对接 ， 是我省深化农产品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 、 推进精准扶贫的重要载体
和抓手 ， 全省商务部门正大力推动农超
对接、农餐对接、农批对接等多种形式的
产销衔接。

为促进此次定向供销合作，今天起至2月
底，在全省所有中石油加油站，凡消费者现金
加油满200元，再掏1元便可购买一瓶果秀生
产的橘子罐头， 其中的差价由中石油湖南销
售分公司补贴。

湖南日报1月25日讯 （记者 陈勇 通讯
员 彭玲茜） 记者从今天在长沙召开的2019
年全省民政工作暨党风廉政建设视频会议
上了解到，2018年全省民政系统主动担当新
使命，聚焦主责主业，推动各项工作进一步
做精做准做实，基层能力建设、乡村治理、文
明节俭操办婚丧喜庆事宜、 民政设施建设、
婚姻登记等30项工作经验得到民政部以及
省委、省政府推介。

2018年，全省民政系统深化整治“雁过

拔毛”式腐败问题，全省通过“互联网+监督”
平台公开民政资金135.99亿元。制定实施两
个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三年行动”计划，99万
名兜底对象分类保障到位，基本民生保障持
续改善。全省农村低保标准平均达到4098元
/年，月人均救助196元；城市低保对象月人
均救助340元；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
残疾人护理补贴平均每人每月64元和57元，
完成省政府重点民生实事任务。全省城乡特
困人员年供养标准分别达到7368元和4960

元。全年开展临时救助111.5万人次，对流浪
乞讨人员救助17万人次， 慈善救助200万人
次，开展“迎新春送温暖献爱心”慰问困难群
众56万户。

2018年， 全省民政系统还进行了多
项专项行动。 在养老院服务质量建设专
项行动中，养老机构消防整改合格88家，
关停181家。开展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
专项行动，取缔45家，失信惩戒273家。开
展殡葬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 摸排整
改问题1.25万个。扎实开展了城乡低保专
项治理 ，促进动态管理 、精准救助 。全省
民政系统先后有30项工作在部省会议上
作典型发言， 相关经验做法得到重点推
介表扬。

湖南日报1月25日讯 （记者 陈勇 通讯
员 彭玲茜） 今天召开的2019年全省民政工
作暨党风廉政建设视频会议明确了今年的
重点工作任务，要求全省民政系统以“五化”
民政建设为统揽，深化改革创新，在新起点
上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

会议提出，根据省政府安排，今年农

村低保标准不得低于3480元/年， 月人均
救助不低于185元。据此，全省民政系统要
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全力保障困难
群众基本生活； 各地要严格按政策要求，
建立资金分担机制，确保困难群众基本生
活保障经费只增不减、足额保障。通过放
开养老服务市场、 发展社区居家养老、加

强农村养老服务等措施，积极应对人口老
龄化，加快发展养老服务。深化乡村治理
三年行动， 创新城乡社区治理。 加强村
（居）“两委” 班子培训， 清理规范村规民
约、居民公约，在全省部署开展评比活动。
深化“社区乱挂牌”“社区万能章”专项治
理，推进基层自治、法治、德治融合发展。
同时，还要在健全儿童福利体系，引导社
会组织健康发展，发展慈善事业、社会工
作和志愿服务，推进婚丧习俗改革等重点
方面精准发力，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成
立70周年。

湘字号特色农产品走进中石油加油站

湖南日报1月25日讯 （记者 谢璐 通讯
员 刘铁伟）近日，记者从长沙市水利局获悉，
今冬明春，该市计划完成水利建设投资49.64
亿元，重点实施“固堤、强库、增蓄”三大工程。

“固堤”方面，目前城市堤防按100-200
年一遇标准，还有190公里没有达标，农村
堤防按10-20年一遇标准， 还有53公里没
有达标。 长沙市将加快湘江及主要支流堤
防达标建设， 特别是加快湘江东岸杜甫江
阁至北辰段、 湘江西岸坪塘至湘潭界段等
防洪大堤建设进度。

“强库”方面，将加快推进道源、南康、横山
头等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启动实施黄材、洞庭、
金井等水库除险加固，恢复水库调蓄能力。

“增蓄”方面，将突出加强骨干山塘、抗
旱应急水源、 引调提水工程等抗旱应急工
程建设， 加强水源战略储备和雨水集蓄利
用，不断完善抗旱供水保障体系。

据了解，2018年， 长沙共投入水利建设
资金59.23亿元，启动水利建设项目4.8万处，
成为近年来该市水利投入最大、 水利建设项
目最多的一年。

长沙冬春水利建设计划
投资近50亿元

重点实施固堤、强库、增蓄三大工程

乘火车忘带身份证“刷脸”自助补办
长沙火车站在全省率先推出临时身份证自助免费补办服务

春运进行时

35年从湘江中救出23人
———记祁东县归阳镇湘江渡口“最美摆渡叔”唐世国

湖南好人·每周一星

� � � � 1月7日，唐世国（右二）在引导群众有序
上船。 通讯员 摄

深化改革创新 推进高质量发展
今年全省民政重点工作确定

全省民政聚焦主责主业持续发力
30项工作经验获部省推介

经济视野

新股领跑，价值投资效应凸显
———2018湘股回眸之三

搬迁户家门口就业
1月23日，凤凰县禾库镇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苗族搬迁户在参加同康民族服饰有限公司的岗前就业技能培训。去年来，该镇为让搬迁贫

困户“搬得出、稳得住、能融入、能致富”，通过实施“一户一人就业”等保障项目，就近提供就业岗位1000多个，确保搬迁户收入稳定，生活有保
障。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孙珂 摄影报道

幸福新湖南 民政伴你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