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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2月15日讯 （记者 王文）今
天，长沙市住建局发布《长沙市2019年市
政基础设施项目计划》（以下简称 《计
划》）。 根据《计划》，今年长沙共铺排市政
基础设施项目626个，预估总投资3541.98
亿元，今年计划投资402.45亿元。

根据 《计划》， 长沙地铁4号线将于
今年5月底实现试运营， 3号线力争年底

实现试运行， 从而形成长沙“米” 字形
轨道交通网络。 同时， 加快推进5号线一
期及6号线工程， 新开工长沙市轨道交通
第二控制中心， 力争开工1号线北延一期
及汽车南站枢纽地下交通市政配套工程；
继续推进2号线西延二期、 4号线北延、 7
号线一期等项目前期工作。

今年， 长沙还将推进一批过江通道

规划建设工作， 重点推进湘雅路过江通
道、 新开工兴联路过江通道项目等。

长沙今年将加快推进长株潭融城，
启动坪塘大道快速化改造、 芙蓉南路快
捷化改造、 洞株公路快捷化改造， 新开
工红旗路南延线并力争2019年底前完成
建设。

同时， 长沙将继续深入推进并全面

完成“一圈两场三道” 建设任务， 同时
推进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及潮宗街历
史文化街区的街区制试点示范区建设工
作。 加快推进南部片区、 马栏山视频文
创园、 高铁会展片区、 临空经济示范区、
岳麓山国家大学科技城、 湖南金融中心6
大片区基础设施配套建设， 保障重大产
业项目落地。

新年股市期待
“吉祥猪”

聂廷芳

猪年股市， 有 “吉祥猪” 的迹象。
经过多年的调控、 治理， 股市正趋于 “健康市”

“平安市” “平衡市”。 投机风行、 大起大落的股市，
距投资者越来越远。

看月线 ， 2018年7月 ， 上证50指数收盘2545点 ；
今年到本周五， 收盘2517点， 7个月来抗御贸易争端、
油价暴跌等大风大浪 ， 走成了 “平局 ”， 带动沪深
300、 沪指平稳运行， 足见A股 “内功” 深厚。

上证50是大盘股、 蓝筹股 “大本营”， 是市场的
“主力兵团”， 市值巨大； 做行情、 托市， 耗资巨大。
主力机构、 主力资金 “屯兵” 于此， 方才做到风平浪
静、 行稳致远。

猪年股市， 跟着大资金、 主力机构走， 抓质优、
低价、 超跌蓝筹， 选股在上证50里面下功夫， 回避一
些中小盘股的风险， 是投资主线。

与上证50、 沪指 “反向而行” 的， 是创业板、 中
证1000、 平均股价指数， 2016年起， 连跌3年。 市场
人士说 “珍惜狗年跌出来的机会”。 这不是好建议。

股上一百， 也是形形色色。 一些股票固然跌出了
价值， 跌出了机会， 但是， 被主力资金抛弃的 “泡沫
股” “问题股” “业绩爆雷股” 等 ， 终极走向可能
ST， 可能退市。 投资者可选择指标股、 热门产业股，
并且是龙头品种， 方能在中小盘股里面， 求得稳定、
安全的收益。

有市场， 就有投机。 禁止投机的市场， 是不存在
的。 猪年依旧会爆发很多热点。 短线博弈， 最需要注
意见好就收， 不追高。 否则， 热点行情来也匆匆， 去
也匆匆， 退潮是猛烈的， 防止做站岗的接盘侠。

猪年开局一周 ， 股市做出 “高歌猛进 ” 之势 。
“北上资金忙抢筹， 公募猛加仓” “涨停潮” “渐入
佳境” 等等， 看多声音四起。 这种乐观， 是大局观丢
失。 任何时候， 投资者不可忘记 “避免大起大落” 的
训诫。 涨停板成堆， 往往是主力派发 、 行情告一段
落。

我省新增8个
“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湖南日报2月15日讯 (记者 龙文泱) 近日， 文化
和旅游部公布了 《2018-2020年度“中国民间文化艺
术之乡” 名单》， 湖南8个县(县级市、 区)、 乡镇(街
道)入选。

本次全国共有175个县(县级市、 区)、 乡镇 (街
道)入选“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我省的衡阳市常
宁市、 邵阳市邵阳县白仓镇、 常德市鼎城区草坪镇、
常德市鼎城区周家店镇、 张家界市慈利县龙潭河镇、
益阳市南县、 怀化市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 湘西土家
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洗车河镇， 分别以版画、 白仓高
跷、 歌舞、 吹打乐、 板板龙灯、 地花鼓、 苗族歌鼟、
舍巴日为特色， 成为2018-2020年度“中国民间文化
艺术之乡”。

“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评审命名工作旨在发
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 推动民间文化艺术繁荣发展。 根据
文化和旅游部要求， 入选地方被命名后， 当地要加强
后续建设， 按照乡村振兴战略总体要求， 充分发挥资
源优势， 加强过程管理， 推动文旅融合， 丰富基层群
众文化生活， 激发群众创新创造活力。

� � � �湖南日报2月15日讯（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杨
驾财）受低温寒冷天气、春节长假等因素影响，长沙
街头献血人数锐减，血液库存持续走低，临床血液供
应趋紧。长沙血液中心启动了临床供血Ⅱ级预警，今
天，该中心50余名干部职工带头应急献血，呼吁爱
心团体和个人参与无偿献血，保障临床急救用血。

在长沙血液中心的带动下，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
院、 长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执法局等单位积极
响应号召，纷纷组织干部职工献血，上百人撸起袖子
为生命“加油”。

一大早， 长沙血液中心的干部职工和职工家属
就在机采科大厅排队参加体检筛查，准备献血。吴中
怡和丈夫关耀是双职工， 他们在读大学时开始参加
无偿献血， 坚持了10多年， 今日他们各献血400毫
升。

“我献血40多次了，为了保证血液健康，平时很
注意饮食和作息规律，身体一直很好。 ”长沙血液中
心成分科职工刘惠萍累计献血量超过1万毫升，获全
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她还带动了家人、朋友加入
献血者队伍。

献血车还开进了医院。 早上8时不到，湘雅三医
院献血车旁就聚集了献血人群。该院党委委员、副院
长邓云龙带头献血，药剂科李伟军第19次献血，全院
共83名医护人员参与献血，捐献“热血”27000毫升。

长沙血液中心党委书记刘艳表示， 每年寒暑两
季是献血淡季，但临床用血没有淡季。血液的保存期
有限，不能提前大量采集、长期储存，要维持救死扶
伤所需血液的动态平衡， 每天需要500余名健康适
龄的爱心市民加入到无偿献血者队伍。 希望更多爱
心人士积极加入到应急献血的队伍中来， 让无偿献
血“淡季不淡”。

� � � �湖南日报2月15日讯 （记者 谢璐）今
天，长沙市2019年“春风行动”主会场暨
“相约雷锋家乡 共建名望之城”大型招聘
会在望城区人民广场举行， 伟创力等212
家企业共提供岗位1.5万个， 涵盖电子信
息、生物医药、新材料、健康食品等多个领

域，现场求职者近万人，初步达成就业意
向1993人。

参与招聘的许多企业在政府引导下，
针对农村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和就业困
难人员， 设置了一定数量的“倾斜性”岗
位。“我们企业今年春季有1000到1500人

用工需求，其中60%以上是一线工人。 ”湖
南新视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招聘负责人鲁
诚介绍， 他们的生产线是坐着生产的，没
有重体力活，所以会向腿脚不便的残疾人
士等就业困难群体倾斜。

据了解，望城区2018年支持企业稳定

岗位， 加强建档立卡农村贫困劳动力、就
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服务，全年城
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3.2%以内，88%的农
村贫困劳动力实现转移就业，获评全省落
实就业工作成效明显县区。

本场招聘会是2019年长沙市“春风行
动”的主会场招聘会，今年该市“春风行
动”将以“春风送岗稳就业，精准扶贫惠民
生”为主题，举办专场招聘会212场，其中
包括赴省内32个贫困县开展劳务协作专
场招聘会70场，提供岗位近20万个。

通讯员 龙坚 尹晖
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109房间司机请注意， 您值乘的
26213次列车开车时间12点10分。 ”

“好的，司机明白！ ”
2月14日上午， 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

株洲机务段衡北整备车间，唐光明通过待
乘管理系统发出叫班语音，提示火车司机
准备出乘接班。

叫班，是服务火车司机、确保列车正
点开行的重要环节。 唐光明在叫班员岗位

上一干就是30年，主要为衡柳线、京广线、
吉衡线的待乘火车司机提供叫班服务。 今
年春运，是唐光明退休前参加的最后一个
春运。

“现在叫班系统越来越科技范儿了。 ”
唐光明回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叫班员
得一间间“咚咚”敲门，后来可以通过广播
人工呼叫。 如今，铁路信息技术高速发展，
叫班员根据列车开行计划在电脑系统中
输入叫班数据信息，就能实现系统自动叫
班。

“我们只要确认司机是否被叫醒并且

完成回答就行了。 ”唐光明边说边清洁房
间，准备迎接下一个机班待乘。

当天，她和班组同事刘娟还要完成28
间待班房间的卫生清洁工作。

近期，湖南地区气温骤降。 为了让待
乘的司机有温暖舒适的休息环境，唐光明
提前把房间空调打开。

“有的司机睡觉喜欢多垫一个枕头，
有的司机在夜间出乘前要喝浓茶。 ”30年
来，唐光明对每一位待乘司机的作息习惯
了然于胸，并精心为他们服务。

前不久， 在唐光明的建议下， 车间

在叫班室设置了服务箱， 为司机们提供
针线盒、 烘鞋机、 电吹风等日常生活用
品。

今年春运，增开了大量临客，唐光明
几乎每隔十几分钟，就要完成一次叫班。

“我们叫班员在中国铁路这趟大列车
里就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 ”唐光明说，不
早叫、不晚叫、不漏叫、不错叫就是叫班员
努力的目标。

30年来，唐光明累计为火车司机叫班
10万余次，从未发生过错叫、漏叫行为，确
保了逾10万趟次列车的正点开行。

� � � �湖南日报2月15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张玲）“谢谢。 ”2月14日，74岁的张
小云在永州火车站连声说，她在志愿者的
帮助下第一次用自动售票机买好了去长
沙的火车票。

今年春运， 永州火车站与永州团市
委、驻永州某部队等联合开展“舜之爱”志
愿服务活动，广大志愿者通过微信接龙报

名，每天从9时到21时为旅客提供“爱心
咨询、爱心茶水、爱心帮扶、爱心医疗、爱
心热线”服务。

在进站口，记者看到身穿志愿者红马
甲的长沙货运中心永州物流车间叉车司

机雷军，在扶老人进站。 雷军上有74岁的
老母亲，妻子没有工作，家庭负担重，但他
一有空便来参加志愿活动，还带动14岁的
儿子参加， 他儿子2017年被评为永州市
“最美少年”；永州跃进机电有限公司退休

党员孙晓平第三年参加志愿服务活动，坚
持每天出勤值班。

春运首日至今，共有1000多人次参加永
州火车站“舜之爱”志愿服务活动，帮助旅客
3000余人，收到锦旗12面、表扬信17封。

湖南曲艺将亮相台湾
湖南日报2月15日讯 （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廖晓菲

曾红春） 今天， 2019“欢乐春节·湘曲艺韵” 湖南赴
台文化交流展演行前公演在湖南省文化馆举行。 应台
湾明道大学妈祖文化学院邀请， 由省文化馆组织的湖
南文化代表团将于2月16日至20日赴台进行文化交
流。

湖南曲艺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
分， 全国有400多个曲种， 湖南有44个， 土家、 侗、
苗、 瑶、 汉等各个民族都有各自的说唱表演形式和特
色。

据介绍， 本次活动从全省遴选了20名代表性曲
艺演员， 他们来自永州、 衡阳、 自治州、 怀化、 长沙
等地， 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国家级或省级传承
人， 或是某一曲艺项目的专家。 他们将为台湾同胞送
上一台极具湖南地方特色的曲艺晚会， 包括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常德丝弦、 长沙弹词和祁东渔鼓，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祁阳小调、 侗族琵琶歌、 单
人锣鼓对唱、 湘西三棒鼓， 以及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
快板、 相声和双簧等。

谈经论市长沙今年铺排626个市政基础设施项目
●预估总投资3541.98亿元， 今年计划投资402.45亿元
●地铁4号线5月底试运营， 3号线力争年底试运行

长沙：“春风”送岗位，万人来求职
200余家企业提供1.5万个岗位

严寒中，他们为生命“加油”
省会启动临床供血Ⅱ级预警

� � � � 2月15日，医护人员在献血。 傅聪 张洋银 摄影报道

春运进行时 �她把火车司机“叫醒”10万余次

永州“舜之爱”志愿服务暖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