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4月9日讯 （记者 邹仪 刘跃兵 通讯员
欧阳冬子 陈政忠）“哞哞哞”……“嘀嘀嘀”……4月7日
一大早，东安县端桥铺镇麻溪村村民翟嗣明家，北方肉
牛的叫声、汽车喇叭声响成一片。翟嗣明开心地告诉记
者：“今天向公司交售肉牛8头，纯赚2.5万元。”该县瑞峰
农林牧发展有限公司出资120万元，提供资金、仔牛、技
术，统一收购肉牛，带动翟嗣明等800多农户成为该公
司养殖户。

近年，东安县积极推动“企业农户联营”生产，龙头
企业（合作组织）与农户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结，合作共

赢。通过政策引导，奖励扶持等，引导农民把土地流转给
龙头企业，农民返回基地就业；或签订订单，龙头企业与
农户共同生产经营； 或鼓励农户以土地入股龙头企业，
参与生产经营、分红；或由龙头企业提供资金、技术，委
托农户经营管理。该县506户农户以1200亩耕地入股到
县永阳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去年产出芥菜、豆角等优质
蔬菜1500吨，入股农民人均增收达4000元以上。

发展“企业农户联营”生产，该县实现龙头企业
（合作组织）发展、农民群众增收“双赢”。目前，全县
发展规模以上龙头企业31家、农民专业合作组织16

个，建立“企业农户联营”生产基地40.3万亩，新增各
类养殖专业户近2000户，带动农民8.5万户。全县初
步形成了优质水稻、生态油茶、东安鸡、无公害生猪
等特色产业。去年，联营农户人均增收2000元，明显
高于全县农民人均增收水平。

责任编辑 李军 版式编辑 李珈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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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界 多云 10℃～18℃

吉首市 阴转阵雨 9℃～16℃
岳阳市 多云 10℃～15℃
常德市 阴转多云 10℃～18℃
益阳市 阴 10℃～15℃

怀化市 阴转阵雨 11℃～16℃
娄底市 阴转多云 9℃～15℃
邵阳市 小雨 9℃～12℃
湘潭市 小雨 10℃～14℃

株洲市 阵雨转小雨 10℃～13℃
永州市 小雨 9℃～11℃
衡阳市 小雨 10℃～13℃
郴州市 小雨转小到中雨 10℃～11℃

今天，阵雨转阴天
明天，阵雨转阴天到多云
北风 2级 9℃～13℃

通讯员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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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4月9日讯（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雷国荣
李光）4月5日， 走进麻阳苗族
自治县江口墟镇骆子村浅宇
公司蔬菜园， 只见一片生机。
公司负责人夏兴国向记者介
绍，蔬菜园在省农科院专家指
导下， 运用大棚高效利用、水
肥一体等现代农业技术，种植
樱桃番茄、水果黄瓜、紫甘蓝
等新特蔬菜， 去年入股的147
户农户分到了每亩800元的红
利。今年，又有12户村民以土
地入股。

2013年，麻阳被定为我省
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
设示范试点县。该县与湖南农
业大学、省农科院等开展“院
（校）县合作”，由院校提供品
种改良、技术指导、品质用肥、
基础建设、 规模扩展等5项服
务。采取“院校+农企+基地+
农户” 模式， 建立了柑橘、蔬
菜、 葛根3个高效新型农业示
范试点基地。县里安排专项资
金，对试点基地建设和农业技

术推广给予奖补，并由县财政全额承担院校服
务费用， 让一大批科技成果转化成了生产力。
麻阳万盛生态农业公司在湖南农大教授谢深
喜指导下，使用柑橘生草栽培、覆膜增甜、水肥
一体化等栽培技术，2000亩柑橘园实现提质上
档，去年纯利润比上年增长25%。

“院（校）县合作”两年来，共有柑橘、蔬菜、
粮食等的37个优良品种在麻阳培育推广，示范
应用新技术53项， 培育农业专营公司16家、农
民专业合作组织32家，建立标准化农业产业基
地11万亩。去年，全县果蔬、畜禽良种率比3年
前分别提高30%、25%，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达
到70%。

湖南日报4月9日讯 （记者 张湘河 通讯员 张
耀成 吴红艳） 4月7日， 记者在花垣长乐乡的山道上
遇见跃马村村民张耀勇， 他正乐呵呵地赶着一大群
山羊上山， “我向村里扶贫互助社借款3000元， 买
了10多只羊仔， 现在已发展到250多只。 还了债，
也甩掉了‘贫困帽子’”。

张耀勇所说的扶贫互助社， 是花垣县近年来积
极探索的一种农村互助模式。 花垣县是一个国家扶
贫开发重点县,被列为全省扶贫互助资金试点县后，
先后在9个乡镇成立扶贫互助社31个， 建立扶贫互
助小组271个。 扶贫部门为每个试点村互助社落实15

万元铺底资金。 农民可按照交纳入股资金的多少， 按
规定及时借到所需要的小额资金， 解决农业生产燃眉
之急。 这是继小额信贷扶贫政策之后， 实现扶贫资金
进村入户的又一重要举措。 该县麻栗场镇各鱼村村民
龙明生一直想扩大烟叶种植面积， 去年从扶贫互助社
借款8000元， 完成12亩烟叶种植， 年收入比2013年
增加25000余元。

目前， 该县参与入股的农民已达2586户， 累计发
放借款金额920多万元。 截至今年3月底， 9个试点乡
镇已形成了以烟叶、 蔬菜、 养殖等为主的村级支柱产
业， 1.8万名受助贫困农民甩掉了“贫困帽”。

湖南日报记者 戴勤 蒋剑平
通讯员 陈远志

房间里里外外打扫得一尘不染，
家具摆放得有条不紊，铺盖叠得整整
齐齐……这是4月初， 记者亲眼见到
的一位101岁老人料理的家。 这位令
乡邻纷纷竖起大拇指称“牛”的老人，
就是隆回县金石桥镇晓阳溪村9组的
邹凤英。

俗话说，人生七十古来稀。然而对
邹凤英老人来说， 七十只算小弟弟。牛
皮可不是吹的：她养育大5个儿女，一手
带大20多个孙辈、20多个曾孙辈；虽已
逾百岁高龄，但一生没住过院；如今也
不用别人服侍，还天天劳作不辍，能整
两桌人的饭菜。

邹凤英的大媳妇、83岁的李翠兰介
绍，她婆婆最大的特点是爱劳动、爱清
洁，无论家里地里的活，样样拿得起放
得下， 菜园里一年四季有时鲜蔬菜，南
瓜、豆子、白菜、辣椒、丝瓜……应有尽
有。

邹凤英的二媳妇、79岁的杨菊花最
佩服婆婆的手上功夫。她说，婆婆杀鸡
杀鸭，速度快得惊人。一只活鸡、活鸭，
40分钟就能张罗好， 变成桌上佳肴。现
在家里来了客人要弄饭菜，她们几个媳
妇只需打下手，老人下厨弄两桌人的饭
菜不在话下。

邹凤英还当场露了一手穿针“绝
活”，只见她左手拿针，右手拿线，目光
如炬，凝神静气，眨眼间细线已穿过窄
窄针眼，令人惊叹。

邹凤英的另一个特点是非常开朗
明理，始终笑对人生，保持良好心态。每
次有人经过她家门口，老人都喜欢打声
招呼， 有客人要走了她会亲自送到门
口。在家里，老人从未与后辈们红过一
次脸，拌过一次嘴。有一次，大儿媳李翠
兰做饭时把饭烧糊了，焦味呛人，不能
吃，为此一个劲自责，可老人不但没埋
怨，反而轻言细语安慰她。老人宽厚自
然得到后辈们爱
戴，几十年来，在和
谐家庭氛围熏陶
下， 大家自觉把敬
老爱幼、 互谅互让
的美德传承了下
来。

另外， 邹凤英
生活很有规律。每
天早上7点起床，吃
完早饭后散散步，
然后开始做家务。
吃过午饭后睡一会
儿， 随即到菜园里
劳作，到下午5点左
右吃晚饭，晚上8点
左右便早早睡觉。
她还坚持每天早上
用热水泡手， 晚上
睡觉前用热水泡
脚。

“别看我母亲
101岁了，可她耳不
聋、眼不花，大家庭
近100口人，谁叫什

么名字，谁什么时候过生日，她都记得
一清二楚。”邹凤英的二儿子、已80岁的
唐祥凡说起母亲，敬意溢于言表。

而今，邹凤英五代同堂，每当合家
团聚时，她最开心。吃尽了旧社会的苦，
尝遍了新时代的甜，现在她觉得非常幸
福。 她说：“现在政府每月给我发养老
金，过年过节派人来看我、给我送礼物，
我日子过得好着呢！”

湖南日报4月9日讯（记者 李
文峰 通讯员 曹浪波 陶金花）记
者今天从株洲市环保局获悉，该
局环境监察支队日前与市公安局
治安支队联合执法， 对未经环评
审批、未取得排污许可、无污染防
治设施的石峰区大华水洗中心负
责人张某和李某， 依法予以行政
拘留，并处罚金25万元。这是新环
保法实施以来， 株洲市首个企业
负责人因污染环境而被行政拘
留。

3月9日， 株洲市环保局执法
人员在石峰区检查时， 发现大华
水洗中心锅炉违规使用废旧木地
板做燃料， 且无废气防治设施；7
台大型水洗机洗涤废水未经处
理，直排城市排水管道。经现场查
询证实， 该企业未办理环保审批
手续，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早在1
月21日， 石峰环保分局已将其列
为石峰区今年1月前必须关闭的

对象。
3月12日，株洲市环保局向大

华水洗中心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先
告知书和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
书。17日， 环保执法人员复查，对
其外排污水采样分析， 结果污水
中化学需氧量超标3倍、阴离子洗
涤剂超标4倍。19日， 对其再次下
达责令停止排污决定书。 但企业
置之不理，在此后两天的暗查中，
发现其仍在非法排污。24日，市环
保部门联合市公安部门对该企业
进行联合执法， 公安部门将企业
负责人张某和其他三名相关工作
人员带走调查， 对张某依法做出
行政拘留10天的决定， 对另一负
责人李某进行传唤， 并处以10天
行政拘留。同时，环保部门对企业
实施“按日计罚”，从企业收到停
止排污决定书次日起，连续4天每
天罚款5万元， 罚款总额从最初5
万元增至25万元。

湖南日报4月9日讯（记者 邓
明 白培生 通讯员 刘从武）4月8
日上午， 宜章县政务服务中心热
闹非凡， 郴州市首批20多家农村
蔬果合作社的50多种农特产品，
经市农经局牵线搭桥， 在此与湖
南澳鑫商品交易有限公司成功签
约。 这些农特产品将入驻澳鑫公
司的免费电商平台澳鑫商城，远
销他乡。

郴州市有300多万农业人口，
水稻、生猪、烤烟、蔬菜、水果等农
特产品多。近年来，为破解农特产
品销售难， 该市尝试在城区建立
农产品配送店， 在深圳等地大型
批发市场建立销售窗口， 取得一
定成效。这次与电商合作，旨在探
索一条更加有效的营销途径，“以
农民增收为目标， 千万百计把农
产品推销出去”。

郴州市农经局局长唐甲良介
绍， 按照与澳鑫公司签订的合作
协议， 今后农特产品前端服务由
市农经局负责， 销售则由郴州家
佳种植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等，将
农产品品种与数量等信息直接发
至公司网上商城， 由公司负责整
体宣传推广。

据了解， 澳鑫商城是澳鑫公
司重点打造的一个业务板块，是
以农产品生产与加工企业、 经销
商、消费群体等为服务对象，具有
湖南特色的综合性网上贸易平
台。“要让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人都
品尝到湖南的美味。”澳鑫公司执
行总裁黄兴华表示， 农民专业合
作组织可以免费上传信息到公司
平台， 他们不收取任何中介服务
费用， 但必须手续合法、 证照齐
全，且产品质量合格。

公司农户是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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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力解资金急
花垣成立扶贫互助社31个、 互助小组271个， 让1.8万农民脱贫

4月9日 ，
湘 潭 县 杨 嘉
桥 龙 华 村 水
稻 示 范 基 地
机 插 秧 育 秧
点 ，村民在查
看秧苗情况 。
机 插 秧 效 率
高 、 成本低 ，
相 比 人 工 抛
秧 ，有显著的
优势 。目前秧
苗长势喜人 ，
预 计 一 个 星
期 左 右 就 可
进 行 机 插
秧。

方阳 摄

欲闯他乡
农特产品搭上“电商列车”

郴州50多种农特产品入驻澳鑫商城

污染环境
水洗中心难“洗”法律责任

株洲落实新环保法开出行政拘留第一单，
大华水洗中心被罚25万元

百岁老太亮穿针“绝活”

老百姓的故事
中国新闻名专栏

东安企业与农户联营获双赢

科
技
浇
开
致
富
花

从没住过院，农活样样拿得起，杀鸡杀鸭速度快得惊人，
能整两桌人饭菜———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5年 4月 9日

第 20150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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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7 1040 69368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236 173 213828

6 43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5年4月9日 第20150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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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560707072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4
二等奖 54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9819869
6 446284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915
50742

1050194
7439196

26
1955
42762
279312

3000
200
10
5

1616 18 27 30 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