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0月30日讯 （记者 徐
亚平 通讯员 刘海军 朱芳）今天，省
农委专家测产组对全省“四双”绿色
增产示范基地晚稻测产完毕，经综合
评估， 湘阴县基地取得亩产680.1公
斤、排名全省第一的收成。

连续8年荣获“全国粮食生产先
进县”的湘阴县，今年晚稻在白泥湖
乡里湖示范基地栽插120亩H优518

品种；从育秧、翻耕、移栽直至收割全
程实行机械化生产，定时下派农技专
家指导田间管理和配方施肥， 安装
频振式杀虫灯， 施用生物农药控制
病虫害； 在分蘖期和破口期病虫害
防治的关键时期， 由专业化服务队
进行统一防治。 这种机械化的生态
农业喜获丰收， 亩产高出一般稻田
近200公斤。

湘阴“四双”基地晚稻亩产全省第一

湖南日报 10月 30日讯 （记者
李治 通讯员 陈洪波）10月28日，家
住宁乡县县城的吴女士在宁乡县房
产政务服务大厅办理完住房产权登
记手续后，高兴地说，这里可以一站
式办结业务，很省事。 该局局长陈杰
文介绍，2013年4月起实行“一窗受
理、内部流转、限时办结、一窗发证 ”

制度，实现了房屋登记办结时限“在
减少1/3时间基础上再减少1/3”的服
务承诺。群众满意率达98%。

今年1至10月， 宁乡县住保局办
理各类房产初始登记1575起，登记面
积146万平方米; 房产转移登记3453
起，登记面积88万平方米;房产预告登
记5041起，登记面积59.3万平方米。

宁乡房政推行“一站式” 服务

湖南日报10月30日讯 （记者 王晴
通讯员 彭展 刘媛媛）10月30日，中
石化巴陵石化碧水蓝天环保治理项
目、 固体废弃物填埋场建成投用，此
举标志着该公司工业固体废弃物及
危险固体废弃物将全部实现“无害
化、减量化、资源化”处理。

该项目总投资4000多万元，占地
3万多平方米。该项目采用安全可靠的
防渗技术， 收集巴陵石化各类污染源
危险废物并贮存、转移、再利用，年平
均处理量达1.7万吨， 解决危险废物对
环境的潜在威胁， 每年可为该公司节
约3000多万元的处理处置费用。

巴陵石化固废物处理实现“无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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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界 阴转多云 10℃～14℃

吉首市 小雨转阴 9℃～12℃
岳阳市 小雨转多云 11℃～15℃
常德市 阴转多云 10℃～14℃
益阳市 阵雨转多云 9℃～14℃

怀化市 小雨转阴 8℃～13℃
娄底市 小雨 10℃～13℃
邵阳市 小雨转多云 9℃～13℃
湘潭市 小雨 11℃～14℃

株洲市 小雨 12℃～15℃
永州市 小雨 11℃～14℃
衡阳市 小雨 11℃～15℃
郴州市 小雨 12℃～15℃

今天，小雨转阴天
明天，多云间晴天
北风 3级 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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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 10月 30日讯 （记者
段云行 通讯员 邓锦庆 秦喜 ）10月
下旬， 双峰县三塘铺镇石边桥村支
书阳鑫，收到了该村村民蒋文彪、戴
应生等发回的短信， 报告他们率领
150名农民技术工，已平安抵达埃塞
俄比亚、尼日利亚的高速公路、铁路
工地。到目前为止，双峰县已有957
名农民技术工在美洲、欧洲、亚洲、
非洲的20多个国家干技术工， 月薪

在700美元左右， 已汇回劳务收入
1600万美元。

双峰县人多地少，为进一步促进
和规范对外劳务合作， 该县以列入
“湖南省外派劳务基地县”和“湖南
省外派劳务培训基地县”为契机，把
对外劳务作为“三外” 工作的突破
口，扩大劳务输出。县里设立了“双
峰县对外劳务服务中心”，制订对外
劳务工作制度， 强化对外劳务工作

管理。 积极派员参加全国各类大型
招商，劳务对接和洽谈活动；加强与
省内外各大外派劳务公司联系，建
立稳定的劳务合作关系。 同时聘任
了拥有国外劳务信息、 社交面广的
能人为劳务信息员， 设立了出国劳
务办事大厅，开设咨询服务窗口，实
现网络化、标准化服务。建立劳务人
员信息系统， 由县职业中专负责定
向技术培训。联合公安、人社等部门

严厉打击“黑中介”，规范劳务输出市
场。

蒋小愚是该县三塘铺镇人，2009
年县商务局聘用他为劳务信息员。这
些年，蒋小愚每年给县商务局推荐招
收近100名农民技术工。他们在巴林、
阿尔巴尼亚、 埃塞俄比亚等国的铁
路、高速公路上搞电焊、轧钢筋、铁路
维修等，当班组长，每人每年可挣回
7000美元。

湖南日报10月30日讯 （陶芳芳
郭丁文 蒋小春） 作为我省首座现代
化、智能化的新型道路客运交通枢纽
站场，湘江新区综合交通枢纽已于今
年10月20日正式运营 ； 计划建设
4000多套保障房的蓝天保障性住宅
项目已提前完成年度建设目标……
笔者从10月下旬召开的湖南湘江新
区项目建设冲刺大会上获悉，新区项
目建设正快马加鞭强力推进。

为提速项目建设，湘江新区建设
者在发扬“五加二、白加黑”精神搞发

展的同时，以审批改革促项目建设环
境优化。 如取消了施工合同备案、监
理合同备案，取消或限制部分前置审
批条件，质监、安监注册手续不分先
后， 改串联式审批为并联式审批等，
让项目审批时间大大缩短。总建筑面
积2.6万平方米的长沙市实验小学梅
溪湖学校，在审批提速与建设有力等
多轮驱动下，该小学提前竣工，已于
今年9月建成开学， 为2700名学生提
供了优质教育资源。

据了解， 今年新区共铺排147个

重点建设项目，目前已完成政府性项
目投资45.33亿元，同比增长8%；重大
社会投资产业项目完成投资57.8亿
元，同比增长59.2%。

抓速度的同时重品质。为激发精
品工程创建积极性，新区设立精品工
程评定制度，对获得该荣誉的
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给予投
标奖励。今年，巴溪洲景观联
络桥、岳麓大道绿化提质改造
项目二标段等项目被评为精
品工程。此外，对项目工程品

质定期考核， 加强日常监督管理。今
年共开展日常巡查、重点抽查与专项
检查50余次, 并结合第三方现场随机
检测， 加强重点项目工程品质监督。
截至目前，今年新区政府投资项目工
程受监率100%，合格率达100%。

双峰农民“打洋工”收入丰厚

湘江新区项目建设快马加鞭
今年铺排147个重点建设项目，重大社会投资产业项目完成投资57.8亿元，

同比增长59.2%

乡村微调查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黄振 陈再兴

2万亩茶园，2万名茶农， 年产
茶9吨，年产值1.2亿元，产品销往
长沙、武汉、苏州、杭州……平江县
三市镇产茶30多年长盛不衰，历久
弥新。10月23日， 记者走进这个产
茶大镇探秘。蓦然发现，传统工艺
与网络营销，已成乡亲们腾飞的翅
膀。

逐浪赶潮的“万元户村落”
寨上村，是三市镇茶业的发源

地。“三市镇地处汨罗江畔，气候
和土壤都非常适宜茶树生长，茶叶
芽头粗壮、叶片肥厚、持嫩性强。”
见到记者，村支书周辉煌直夸他们
的绿茶，“1983年，我村引进‘福云
六号’、‘储叶齐’茶苗，从一个村民
小组、16亩地开始试行。2年后茶叶
成熟，主营绿茶，每斤出售价格高
达100元，还供不应求。”

村民意识到种茶是个大商机，
纷纷汇入种茶大潮中，种植面积迅
速扩大，目前种植面积达700多亩。
他们成功引进爽口茶叶供销社，村
民自办3个加工厂，统一收购茶叶。

“我村主要集中在汨罗江沿线，以
前是村民产茶自己找出路，供销社
和加工厂成立后，统一收购，根本
不愁销路。我村平均每年产茶3吨，
平均每户最少有1万元的茶叶收
入。”周辉煌骄傲地说。

寨上村茶叶发展越来越好，慢
慢地辐射到全镇，种植茶叶逐渐成
为三市镇的主导产业。

呕心沥血的“十八道工序”
三市镇淡江村茶农唐武光在

茶叶产销之路上已经摸爬滚打20
多年。2004年，他在外务工，听说家
里绿茶很俏，当机立断辞了工作回
家做茶生意，当年3月种植了1.5万
株茶苗，并从浙江买来茶叶加工机
械， 自产自销和收购加工同时进
行。

“我现在每年都要收购8万斤
生茶叶，自己加工，再送到茶叶市
场，打拼多年，基本有了固定的货
源和客户。”唐武光称，他每年11月
份都要到苏州、武汉、长沙等茶叶
市场逛一圈，既是谈生意，又是了

解茶叶市场的行情。
唐武光发现茶叶市场竞争越

来越激烈， 想要谋得一席之地，必
须得创新， 他想到了回归传统。在
爷爷唐仲春的指导下，他从2014年
走上了最传统的纯手工加工茶叶
之路。

何谓回归传统？“将采摘的茶
叶在山泉中清洗后， 经历杀青炒
茶、踩茶、揉茶、解块、香熏、密封等
18道手工工序。”唐武光说。

“传统”有啥好处？“传统制作
的烟茶属于微发酵的熟茶，性质较
为温和， 而且茶内单灵酸含量较
高，有消滞、生津及清理肠胃的作
用，适宜于饭后饮用，老少皆宜。”

今年，唐武光和伙伴们成立了
溪里谷雨农业种植合作社，主推纯
手工传统加工的茶叶。为了适应网
络信息发展形势，他家的茶叶推出
网络版和渠道版。 网络版紧跟潮
流，开设网店、微商，价格定位每盒
399元，顾客可以在网上自行选购；
渠道版主走高档茶叶专卖店、高档
卖场，制作更精细，包装更精美，每
盒售价1280元。今年两个版本共制
作了4000盒， 目前已销售了3000
多盒。

点石成金的“十二分精神”
政府助推，点石成金。为把本

土茶叶产业做大做强，三市镇结合
实际出台了技术、资金和招商引资
等支持措施。 镇长熊昭明介绍，他
们每年都会从省城邀请茶叶种植
专家对产茶大户进行技术指导，帮
助茶农学技术、学知识；近两年，他
们都整合部分资金支持茶农生产，
帮助茶农买苗子、学技术；为了帮
助更多的人富起来，他们多次与外
商联系， 为茶农畅通销售渠道。今
年镇政府协调帮助寨上村，与岳阳
君山茶叶公司签订了合作发展黄
茶的合同。目前镇政府正在和国内
知名茶业企业进行对接，在三市镇
创办集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
企业。

熊昭明坚定地说：“当前正值
精准扶贫的攻坚时期，我们更要打
起十二分精神，多跑、多看、多引、
多投、多帮，让三市茶农们都感受
到国家政策的优越，让三市茶叶走
得更远、更广。”

“绿精灵”舞动致富梦
———平江县三市镇茶叶种植微调查

湖南日报记者 李寒露
通讯员 李芳

10月29日， 记者来到桃源县车
湖垸乡采访，蒙蒙细雨中，只见收割
后的稻田变成了油菜田， 移栽成活
的油菜已泛出一片喜人的绿意。正
午时分， 记者见到乡党委书记康少
兵时， 他正带着农牧站长陈国祥等
乡、村干部，在富强村村民许家仁家
的油菜田里。

今年6月上旬，我省湘中以北地
区遭遇强降雨， 桃源县有40个乡镇
不同程度受灾。 许家仁家的农田当
时受到暴雨和洪水袭击， 造成大面
积减产。为了补偿损失，桃源县各级
干部群众奋起自救，全力修复河堤，
复垦水毁耕地，重建家园。

眼下， 正是秋冬生产中移栽油
菜的关键期。车湖垸乡党委、乡政府
机关19名党员干部下到各自联系的
村组，帮助农户抢农时搞种植。

“今年全乡油菜种植面积将达

到1.4万多亩， 我和乡长都将带头建
好1000亩油菜高产示范片。另外，我
们还在全力推进4000亩蔬菜基地建
设。 今年全乡秋冬种覆盖率有望达
到95%以上。 通过全乡干部群众一
齐努力， 尽量把夏季的损失补回
来。”康少兵说，乡里还确定了水利
秋冬修任务： 堤垸工程除险3处，机
埠维修改造6处，完成渠道清淤51公
里，整治山塘6口，压陈井30口，并对
堤垸进行加高增厚。

冒雨帮许家仁把8亩油菜移栽
完毕，已到傍晚，康少兵又赶到富
强村沅水大堤旁，查勘今年防护带
新造林选址。 大堤两岸的防护林，
在洪水来袭的关键时刻守护着乡
亲们的安全。今冬明春，车湖垸乡
将以大户为依托，在丘岗和防护带
新造林600亩， 并完成中幼林抚育
500亩。

富强村党支部书记许为全感慨
地说：“我当了10多年村支书， 感觉
秋冬生产氛围一年比一年浓。”

人勤地不懒

10月30日，长沙市岳麓山爱晚亭旁，多株枫树叶已逐渐变红，甚是美丽。
近期天气转凉，岳麓山的枫叶渐渐变红，再过半个月将迎来“漫山红遍，层林
尽染”的最佳观赏期。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湖南日报 10月 30日讯 （记者
熊远帆 通讯员 郑旋）想创业，只要
有好点子，不用再为资金发愁。今天
上午，湖南星星SOHO创客空间在长
沙望城经开区揭牌，初始规模为3亿
元的配套产业孵化基金将通过独立
基金会运营， 来满足创客不同阶段
资本需求。

作为我省首个“创客空间+独立
孵化器”项目，星星SOHO创客空间
拥有9600平方米共享平台， 线下集
合了会客、导师互动、动手操作、展

示、办公、路演等多种功能，线上具
备创客APP、创客社群、微信公众平
台等优质资源， 能让创客彼此进行
碰撞交流，将创意快速转化为产品，
还能实现创客与资本方的无缝对
接，将创意成果市场化。

据悉，自9月试运营起，已有571
家企业及个人表达了接洽意向。空
间联合创始人之一李叶表示， 希望
更多大学生创业者、 海归创客与湘
籍返乡创业者汇聚， 共同推动湖湘
创业创新。

好创意不怕没资金
全省首个“创客空间+独立孵化器”揭牌

湖南日报 10月 30日讯 （记者
李寒露）“抽丝剥笋解尸语，明察秋毫
洗冤情。选择当法医，就是选择一份
公道正义。正是靠这种信念，我坚持
了20年， 努力当好一名法医……”10
月28日，在常德市“常德故事百姓讲”
宣讲团举办的首场宣讲活动中，市公
安局刑侦支队法医钱超金讲述了自
己当法医的故事。当天，共有9名不同
行业的代表登台讲故事。

常德为了创新理论宣讲方式，
把讲台和话筒交给群众， 把党的创
新理论和方针政策用“百姓故事”来

进行诠释，传递社会正能量，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继去年
开展“常德故事百姓讲”活动后，今
年，该市又开展“常德故事百姓讲·
最美常德人” 主题活动。 活动结合
“新常德新创业” 中心工作和地域、
行业特点，发动广大群众参与，已层
层举办百姓故事讲述活动3000多
场次。最近，该市又专门成立“常德
故事百姓讲”宣讲团。这次在常德市
城区举办首场宣讲后， 钱超金等15
名宣讲团成员将分赴各地巡回宣
讲。

常德巡回宣讲百姓故事

湖南日报 10月 30日讯 （记者
段云行 贺威 通讯员 聂庆抒 ）“你
们永远是爸爸妈妈的命根， 期待着
你们早日健康归来”。 10月28日，娄
底市强制戒毒所举行“珍爱生命，远
离毒品”宣教活动，一名戒毒人员亲
属发自肺腑的发言， 让很多人流下
了泪水。

娄底是我省最早收治强制隔离
戒毒人员的市州之一。近年来，戒毒
所积极探索社会管理创新， 创办了
戒毒人员亲属学校， 已举办亲属培
训班22期，培训亲属2210人。针对戒
毒人员普遍存在情感缺失、 心理扭
曲、法律知识匮乏、道德观念模糊的
特点，该所于2010年策划设立了“爱
心讲坛”，先后聘请了高校和政法部
门的36名专家学者及爱心人士入所

为戒毒人员讲座，现已累计授课238
个课时。 许多戒毒人员心理阴影得
到消解， 心平气顺， 从被迫戒变成
“我要戒。”

为让戒毒人员回归社会后有就
业之长，从2013年开始，戒毒所免费
为戒毒人员开办电工、 电脑操作等
职业技能培训班、创业班共15期。培
训戒毒康复人员800余人，考试获证
率达98%。 还协调举办了3场现场招
聘会，帮助戒毒人员重新就业。来自
新化县的龚先生戒除毒瘾后，回家创
办了一家规模达120余苗的园艺苗
圃场，帮助当地20多名农民解决了就
业问题，现已结婚生子，过上了幸福
生活。戒毒所还在娄底各县市（区）建
立了5家戒毒人员就业安置帮教基
地，以长期帮助戒毒人员就业。

爱心融化“心魔”
娄底人文关怀助吸毒人员回归社会

湖南日报10月 30日 讯 （记 者
戴勤 蒋剑平 通讯员 刘飞）10月28
日，邵阳县举办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大型人力资源就业招聘会， 为群众
送来岗位3600多个。 这次招聘会共
有来自省内外的 75家用人单位参
加，提供的岗位涉及物流、家政、保
洁、酒店管理、医药卫生等30多个行
业。吸引了2800多名高校学生参与，

有2010人与用人单位现场签订就业
协议。

邵阳县是劳务输出大县，每年在
外务工人员达22万人。近年来，该县
不断创新工作举措，以送岗位、送政
策、送服务、送技能为抓手，积极为企
业和群众搭建交流用工平台。县里确
定双月22日为“劳务用工招聘日”，定
期举办人才招聘会。

邵阳县“双创”招聘会送岗位3600多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