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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7月17日讯 （记者 孟姣燕 通
讯员 姚晓晗）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
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发布数据，
上半年，全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同比
上涨0.3%， 涨幅较上年同期收窄3.3个百分
点。其中生产资料价格上涨0.1%，生活资料
价格上涨0.9%。

价格涨幅收窄的主要原因是， 重要大

类行业涨幅收窄和部分行业价格走低。上
半年， 非金属矿采选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
业、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等重要大
类行业出厂价格同比分别上涨7.4%、6.0%
和0.8%， 涨幅分别回落6.9、5.3和9.5个百
分点。煤炭开采和洗选业、有色金属矿采选
业、造纸和纸制品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
加工业、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业、化学纤维制造业和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
加工业分别下降 3.4% 、7.4% 、6.4% 、4.3% 、
4.2%、5.9%和0.7%。

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副队长范素琴表
示，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保持总体平稳，但经
济下行压力犹存。 受原油及大宗商品价格下行
压力和下游产业需求疲软的影响， 预计下半年
PPI将进入下行通道。

湖南日报7月17日讯 （记者 孟姣燕 通
讯员 姚晓晗）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
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发布数据，
上半年，全省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
2.2%，比上年同期扩大0.5个百分点，与全国
平均水平持平，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
居第14位。

八大类价格“七涨一跌”。食品烟酒类、居
住类、教育文化和娱乐类、医疗保健类、衣着
类价格、其他用品和服务类、生活用品及服务

类价格分别上涨 3.3% 、3.0% 、2.5% 、1.7% 、
1.5%、1.3%和0.7%； 交通和通信类价格下降
0.5%。

食品对CPI涨幅的贡献率接近四成。上
半年，食品类价格上涨4.1%，影响居民消费
价格总水平上涨0.86个百分点。食品类对CPI
涨幅的贡献率达39.1%，是CPI上涨的主要因
素。其中，鲜瓜果、鲜菜和猪肉价格涨幅较大，
同比分别上涨12.4%、11.1%和5.9%。

服务项目价格涨幅扩大。 受劳动力价格

上涨以及房租等经营成本增加影响， 上半年服
务项目价格上涨2.3%。其中，小学初中教育价
格上涨7.8%，电影票价格上涨6.8%，其他旅游
价格上涨6.6%，学前教育价格上涨5.8%。

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副队长范素琴表
示，下半年，猪肉价格、服务项目价格将持续上
涨，居住类价格将稳中有升，同时，鉴于鲜菜、水
果价格有望下行，工业品价格涨势趋缓，翘尾因
素影响减弱等因素， 预计下半年湖南CPI涨幅
将呈稳中有升的趋势，但总体通胀压力可控。

湖南日报记者 杨军

安化奎溪镇角塘村邓带红是建档立卡贫
困户，目前在安化县城的一户人家当保姆，月
工资3000元。 近日，43岁的她告诉记者：“一
开始，我认为干家政就是做佣人，被人笑话，
即使在家闲着也不出门去做事， 通过家政技
能培训，我彻底改变这个想法。我现在从事护
理工作，雇主很满意，我也很快乐。”

邓带红参加的是鸿星家政服务公司组织
的家政月嫂培训班。 该公司的创始人李敏也
是安化县奎溪镇人。 她说：“让家乡的贫困户
拥有一技之长，并借此尽早脱贫，是我最大的
心愿。”

李敏在县城创业，是县人大代表。她在走

访中发现，贫困人口大多文化程度低、缺乏劳
动技能，同时还缺少就业联系渠道和平台。这
让李敏萌生了通过家政技能培训“授人以
渔”，让贫困人口通过自身努力脱离贫困的念
头。在经过数月的调研和考察后，李敏认为家
政行业市场需求大， 从业人员可以靠着一双
勤劳的双手来脱贫。于是，她便于2017年创
办了安化县鸿星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开展家
政扶贫活动。

李敏在公司成立后做的第一件事， 是联
系湖南省家庭服务业协会和益阳市家庭服务
业协会，敲定协会委派专家开展培训等事宜。
去年上半年，在李敏的积极努力下，安化县鸿
星家政的精准扶贫就业班在奎溪镇如期开
班。 培训班主要针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和农村

剩余劳动力，对家政服务包括保姆、月嫂、育
婴员、 护工、 保洁等各项技能进行讲解和实
践。 李敏说：“培训技能的内容是经过精心挑
选的，这些工种市场需求大，只要用心，即使
文化水平低也能学会，可很快派上用场，非常
适合贫困户。而且，我们对建档立卡贫困户进
行免费培训，并免费为他们介绍工作。”培训
班目前已经开展了两期， 培训人员达100多
人，有60多人已在安化就业，其中绝大多数
是扶贫对象， 还有的被推荐到益阳市和长沙
市当月嫂和保姆，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

李敏说：“下一步我们将建立公司员工制，
并联合其他家政公司把家政服务市场做大，我
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扶贫攻坚贡献一份
力量，也为生我养我的家乡作出回馈。”

通讯员 肖井冬 湖南日报记者 颜石敦

7月16日， 桂阳县仁义镇白云村水稻种
植基地，村民们忙着水稻撒播。

“水稻撒播就是直接把种子撒到田里，不用
育秧、移栽，比传统种植方法省时省力。”桂阳县
优乐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吴二凤介绍。

今年48岁的吴二凤出生于仁义镇仁义
村，原先在县商业服务公司工作，后公司改制
下岗，从事餐饮业。因为勤劳肯干，吴二凤的
餐饮越做越顺。

2009年，吴二凤回乡探望父母，看到田
地抛荒，一些乡亲的生活还很贫困，她心里很
不是滋味。经过深思熟虑，吴二凤决定转让县
城的酒店、茶楼，回乡创业，带领乡亲们闯出

一条脱贫致富路子。 吴二凤的决定遭到家人
的强烈反对，但她说服了家人。

回乡后， 吴二凤首先选择干自己熟悉的
餐饮业，创办凤凰现代农业休闲山庄。为节省
开支，吴二凤事事亲力亲为，披荆斩棘、绿化
荒山、修整道路……每天天一亮，她就上山干
活，忙到天黑才回家。

而后，吴二凤承包2000亩荒山，发展生
态旅游农庄。2015年，她建立蛋鸡养殖场，成
立凤凰蛋鸡养殖专业合作社。由于没有经验，
第一年养的鸡死亡率高、产蛋率底，第二年遇
上禽流感，又亏了不少钱。

吴二凤越挫越勇， 逐渐掌握了蛋鸡养殖
技术。吴二凤优先聘用贫困户到养殖场做事，
并发动朋友开展爱心扶贫活动。目前，她的养

殖场每天产蛋近2万枚， 年产值达170万元，
带动50余户农民增收。

“我负责搬运鸡苗、收集鸡蛋，一年有3万
元的工资。”今年47岁的周细华，是建档立卡
贫困户， 前两年在朋友的推荐下到吴二凤的
养殖场工作，去年底成功摘掉“贫困帽”。

2017年，吴二凤牵头成立优乐水稻种植
专业合作社， 投入1000余万元购买农机设
备，建立厂房。她免费为社员及贫困户发放优
质稻种，并提供技术指导、水稻收割、烘烤、销
售一条龙服务。

目前，470户农户加入优乐水稻种植专
业合作社，种植水稻1.4万亩，带动76户贫困
户年均增收3000余元。

吴二凤，被乡亲们亲切称为“金凤凰”！

上半年全省PPI同比上涨0.3%
� � � �涨幅较上年同期收窄3.3个百分点，其中生产资料价格上涨0.1%，生活资料
价格上涨0.9%

上半年湖南CPI同比上涨2.2%
食品类是推动物价上涨主要因素，服务项目价格涨幅扩大

村里飞来“金凤凰”

7月15日，龙山县石牌镇卧龙水库，蓝天白云倒映在水面，船儿穿行在青山绿水间。近年，该县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打造生
态龙山，如今山更青水更绿了，百姓的生活质量更高了。 曾祥辉 摄

穿行青山绿水间

家政扶贫“授人以渔”

湖南日报7月17日讯 （记者 张尚武
通讯员 刘泆巧 徐芳）今天，省财政厅在衡
阳县金兰镇召开全省巨灾保险现场理赔兑
现会，143.8万元理赔金当场支付给11户受
灾农户。

7月以来，湘中以南发生暴雨、局部大
暴雨。暴雨洪涝造成多地受灾。省财政厅
自2017年实施巨灾保险以来， 对省内遭
受暴雨、 洪水自然灾害及其次生灾害造
成的大宗农产品绝收或死亡、 居民人身
死亡和农村住房倒塌给予赔偿， 为减少
农业风险和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发挥了重
要作用。

理赔兑现会上， 省财政厅副厅长李
丙力称， 各级财政部门要把抓好救灾理
赔作为落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的实际行动,按照“急事急办、特事特
办”原则，开通防汛救灾资金拨付绿色通
道，优先保障防汛救灾各项资金需要；并
要求各农业保险承保公司将抗洪救灾理
赔作为当前第一要务，简化理赔流程，做
到“快处快赔、应赔尽赔”。

据悉，至7月15日，省财政厅已累计
拨付农业保险保费补贴16.62亿元， 拨付
巨灾保险保费补贴6462万元， 全力支持
抗灾救灾。

巨灾保险现场理赔兑现

11户受灾农户
领取143.8万元理赔金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谭萍

入汛以来，受频繁强降雨的影响，湖
南多地发生洪涝灾害。 尤其是7月6日至
14日，我省发生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湘江
全线、资水干支流、沅水、洞庭湖共75站
次超警戒水位，16站次超保证水位。今年
汛情为何严重，气象专家解释称，2018年
9月开始的厄尔尼诺事件对此要负“主要
责任”。

省气候中心首席专家谢益军介绍，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中、 东太平洋海平面
大范围持续异常偏暖的现象。 由于海洋
巨大的热容量， 厄尔尼诺会直接或间接
影响热带太平洋及其附近地区甚至全球
天气气候，并引发干旱、暴雨等灾害性极
端天气气候事件。据统计，1960年以来共
发生了18次厄尔尼诺事件。 其中超强事
件有 3次 ， 分别发生于 1982-1983年、
1997-1998年和2014-2016年， 而1983、
1998、2016年长江流域均发生了大洪水。

“一般在发生厄尔尼诺事件发生的
次年，湖南北部降水偏多概率大。”谢益
军介绍， 厄尔尼诺事件对湖南汛期气候
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厄尔
尼诺年，赤道中东太平洋大范围偏暖，通
过海气相互作用， 导致副热带高压强度
偏强、位置偏西偏南，西南湿暖气流与北

方冷空气往往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交汇，
产生持续性强降水； 二是由于海陆热力
差异减弱，导致东亚夏季风偏弱，雨带不
容易随着夏季风往北推送， 而较长时间
停留在长江及以南地区。

一般情况下， 厄尔尼诺起始于春夏
季，在冬季发展到鼎盛期，次年为衰减结
束期。 由于大气环流对厄尔尼诺的响应
要滞后几个月，厄尔尼诺事件即便结束，
其影响仍可持续至少1至2个季度， 因此
对湖南汛期降水的影响往往在厄尔尼诺
发生的次年最大。统计显示，1960年以来
的厄尔尼诺事件次年， 湖南汛期降水出
现北多南少格局的年份较多。

受厄尔尼诺事件的影响， 今年以来
湖南降水具有如下特点。 一是降水持续
偏多，阶段性强。1至4月降水偏多区域主
要位于湘南地区，5至6月降水主要集中
在湘西、湘北地区。二是暴雨频发，强度
大，多地出现气象洪涝。今年以来，截至7
月10日， 湖南累计发生暴雨333县次，较
常年同期偏多105.8县次，其中大暴雨50
县次，较常年同期偏多21.3县次。首场暴
雨出现在2月18日，比历史同期偏早近20
天，湘南出现桃花汛。入汛以来，受频繁
强降雨影响，多地发生洪涝灾害。

目前，2018年9月开始的厄尔尼诺事
件仍在持续。

厄尔尼诺负“主要责任”
———气象专家解读今年湖南汛期气候

湖南日报7月17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陈健林 ）一楼木制天花板和木梁
上，10多个燕窝一字形排列，数十只幼燕
嗷嗷待哺，燕妈妈飞来飞去为幼燕觅食。
7月17日中午时分，在江永县源口瑶族乡
清溪村，蒋立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一边
津津有味地吃饭， 一边饶有兴味地观赏
着燕子们的忙碌。蒋立凯说，村民们都把
燕子当成朋友， 人燕和谐相处在村里已
有几百年历史。

江永县源口瑶族乡清溪村山清水
秀、民风淳朴，独特的自然景观，和瑶民
对燕子的情有独钟， 让清溪村成了燕子
的“天堂”，每年春夏，成千上万的燕子飞
到这里“安家落户”、繁衍栖息，村民们则
家家户户敞开大门欢迎燕子，万燕翻飞，
成了村里一道靓丽的景观。傍晚时分，成
千上万只燕子， 飞落在村前的高压电线
上，绘就一幅巨大的“五线谱”图，让人叹

为观止。
燕子搬进农家住，和谐共处情谊浓。在

清溪村， 无论是古民居， 还是新建的小洋
楼，只要有人居住的房屋就有燕子筑巢。今
年70岁的蒋维清说，每年到了春天就有成
群结队的小燕子来瑶民家里“安家落户”、
筑巢产蛋，繁殖后代。尽管燕子们在家里进
进出出，叫声有点吵闹，但瑶民没有驱赶、
厌恶的举动，所以燕子们才乐意住在这里。
“有燕子在的时候，村里的蚊子、虫子明显
减少，这也是燕子的功劳。”

为了安全起见， 村民们一般会在燕
窝下方挂一张厚厚的纸皮或塑料盘，防
止幼鸟和鸟粪掉到地上， 既保护了幼鸟
的生命安全，又保护了环境清洁，可谓一
举两得。

可爱的小燕子在江永清溪瑶寨一般
生活半年时间，到了九、十月份，它们就
会飞到温暖的海边过冬。

瑶寨人燕相处欢

高考招生关注

湖南日报7月17日讯（记者 余蓉）7月
17日晚，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公布今年普通高
校招生国家专项计划征集志愿投档分数线。
文史类最高的是武汉大学，达632分；厦门大
学631分紧随其后， 北京外国语大学623分。
理工类最高的是中国人民大学，达639分；北
京大学医学部、浙江大学均为637分；上海交
通大学、同济大学均为634分。省内高校中，
文史类湖南师范大学为603分， 湖南农业大
学为590分，湖南科技大学为589分；理工类

中南大学为609分，湖南大学为604分，湖南
师范大学为580分。

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公布投档规则为 :
在上线考生中先按分数优先的原则从高分
到低分排序（当遇到多名考生同分时，分别
按语、数、外3科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
再按考生填报的学校顺序出档。 部属和外
省属院校投档时， 档案分中不含考生地方
性项目加分。 考生须符合国家专项计划报
考条件。

国家专项计划征集志愿投档线出炉

� � � � 湖南日报7月17日讯（记者 刘勇）7月6
日以来全省暴雨洪涝灾害灾情已基本稳
定。根据《湖南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

相关规定，省应急管理厅、省减灾委员会办
公室决定，于7月17日10时终止7月9日17时
启动的湖南省自然灾害救助Ⅲ级应急响应。

省级自然灾害救助
Ⅲ级应急响应终止

� � � � 湖南日报7月17日讯（记者 刘勇）湘
江干流长沙站 7月 17日 18时 32分水位
35.99米，退出警戒水位（36米），超警时

长约83小时。至此，湘江流域全线退出警
戒水位， 洞庭湖区部分站点在警戒水位
以上。

湘江流域全线退出警戒水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