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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界 阵雨 16℃～20℃

吉首市 小雨 17℃～20℃
岳阳市 多云转阴 17℃～23℃
常德市 阵雨转小雨 13℃～21℃
益阳市 小雨 15℃～20℃

怀化市 阴 18℃～23℃
娄底市 多云 17℃～25℃
邵阳市 多云 16℃～24℃
湘潭市 多云 18℃～25℃

株洲市 多云 18℃～26℃
永州市 多云 19℃～26℃
衡阳市 多云 19℃～26℃
郴州市 多云 18℃～28℃

今天，多云间阴天
明天，阵雨转中雨
南风 2级 17℃～25℃

通讯员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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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法人微博湖南日报公众微信

湖南日报11月4日讯 （记者 肖军 黄
巍 通讯员 周晓鹏 陈勇）10月底，溆浦县
红花园工业园标准厂房建设现场一派繁
忙。 县工业集中区管委会主任刘小兵介
绍，在园区优惠政策激励下，入园企业已
有12家，准备入园企业有28家。这个月，就
有中龙特种玻璃、长沙凯美捷建材、万聚
电子等企业签约入园。

随着沪昆高速铁路、娄怀高速公路
建成通车，溆浦迎来“两高时代”。借此

东风，该县将产业及产业园区发展作为
“第一大主战场”， 鼓励全民创业创新。
县工业集中区在加快园区标准厂房、入
园道路、供水供电、排污系统等基础设
施建设的同时， 为入驻园区企业开辟
“绿色通道”，简化办事流程，还推出标
准厂房租赁签约6年免租3年政策，让创
业者轻松“拎包入驻”当老板。香港捷力
（亚洲） 集团和浙江亿达集团对园区创
业环境实地考察后，抢先与园区签订工

艺礼品项目及陶瓷慢炖锅项目，总投资
超过4亿元。

该县还借全省首批农村电子商务示
范县建设机遇，投入100多万元，建立县电
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 为创业者提供3
年免租办公场地和免费培训、创业孵化
服务，吸引随手购、家园科技、创客空间
等6家企业入驻。 溆浦家园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总经理舒文介绍，公司从入驻到
开业仅花费2000元，资金都用于产品开

发和营销，已建立溆农坊电商平台，成功开
发8款网络热销商品。溆浦随手购公司依托
中心资源建立了自有移动电商平台， 成功
打造了当地第一家“电商超市”。

湖南日报11月4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罗平 刘魁春 戴军）10月27日，衡
阳县樟木乡七里村26岁的小伙子罗军轻
点鼠标，在网上接到浙江、上海、广东等地
客户购买文竹、 吊兰等观赏植物3000多
株的订单， 实现销售收入1.5万元， 获利
5000多元。“利用远教站点， 足不出户就
能上网卖产品。”罗军说。

罗军家种了10多亩观赏植物，以前
靠县城花店销售，销量有限。去年6月，
他参加村里现代远教学习培训，开始利
用远教站点找销路。他将远教站点与阿
里巴巴网络公司对接，吸引全国各地花
卉实体店购货，今年上半年，销售额突
破100万元，利润达40万元。衡阳县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统战部部长阳旭辉说，

今年， 该县结合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
育，推行“远教站点+”模式，让远教站点
进创业基地、专业合作组织、公司、农户
等， 使之成为销售特色农产品的渠道，
促进群众创业的推手。

据统计，今年头9个月，衡阳县800
多个远教站点共举办种养加等实用技
术培训1500多期，培训3.2万人次。带动

创办烟叶、金槐、金银花、甲鱼等农民专
业合作组织（公司）50多个，各类经济实
体1200多个，帮助10万多名群众创业就
业。石市镇太平村党支部书记涂斐通过
村远教站点， 淘来金槐种植技术和信
息，创建恒众林业公司，流转山地1200
多亩， 已全部种上金槐， 预计3年后投
产，可年创产值500万元。

11月4日晚，浏阳市浏阳河广场，中国最大菊花石雕壁画《万佛朝宗》首次亮相，并获得世界吉尼斯之最认证。这
块菊花石雕作品长3.64米、高1.23米、厚0.1米，重达2吨，上有99朵盛开的菊花和99尊神态各异的佛像。当天，“菊石花
开”第二届中国（浏阳）菊花石文化节在此隆重开幕。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通讯员 李圣景 摄影报道

贫困村里话扶贫
通讯员 沈全华
湖南日报记者 周怀立

“你家有几个人？家庭收支情况如何？有哪些困难？需要
什么帮助？”

“我患红斑狼疮不能干重活，大女儿在株洲学医，小女儿
在读初中，丈夫在沿海打工，家中还欠下很多债务。但再苦再
难，我们也要让小孩读好书。”

10月28日， 在茶陵县洣江街道渡里村贫困户彭小芬家，
株洲市委书记贺安杰仔细询问情况，肯定彭小芬一家勤劳肯
干的精神，鼓励她坚定信心。并与身边干部当场商量针对此
类因病、因学致贫问题的解决方案，还叮嘱有关方面帮助彭
家解决困难。

10月28日至30日，贺安杰来到渡里村蹲点3天2晚，与村
民同吃同住，共商扶贫之策。

“稻谷加稻草，薯藤加薯脑，养猪为过年，养鸡换点盐油
钱。”以前渡里村是国家级贫困村，人多地少，2013年村民人
均纯收入仅2300元。

去年4月3日，贺安杰将渡里村定为自己的党建帮扶联系
点，开展精准扶贫，一年多来已4次来到村里。第一次来村里，
他就摸清了村里“家底”，制定了两年党建帮扶规划。确定由
帮扶工作队帮助做好渡改桥、中心村庄建设、村级服务中心
改造、产业基地扶持、村道硬化5件实事，现在，这些实事基本
完成，村里面貌一新。今年，预计村民人均纯收入可达4500
元。

在仔细查看帮扶工程后， 贺安杰又走访慰问了5户贫困
户，了解脱贫需求。他还邀请贫困村民代表、驻村帮扶工作队
队员、村干部等一起座谈，商定下一步要把精准扶贫与发展
村级集体经济、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结合起来，打好扶贫攻坚
战，确保剩余贫困户提前稳定脱贫。

菜地里“种”出小康村
湖南日报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杨东明 杨万里

田里的蔬菜大棚一个连着一个，绿油油的芹菜、香葱、
大蒜，长势喜人；一片片菜地，菜农忙着采收芹菜、生菜、大
蒜，清泥、打包、装箱、装车；连片的柑橘,金黄的果实压弯了
树枝；山上千余亩国外松迎风挺立，绿意盎然。青山绿水
间，一条条新修的水泥路，蜿蜒通向村组农户。

11月2日，走进永州市零陵区南津渡办事处香零山村，
记者仿佛来到了一个处处能闻到果蔬清香的乐园。

村支部书记胡昌平自豪地对记者说，香零山靠“种”、
善“种”，成为了国家农业部无公害蔬菜基地、省放心蔬菜
基地，省级美丽乡村和小康示范村。

科学种菜，量高质优
滴灌连通了菜地，频振式杀虫灯随处可见，村里宣传

橱窗、宣传墙上随处可见如何种菜、怎样提高产量的宣传
信息。在香零山村，科学种菜，已成为菜民提高蔬菜品质、
增加产量的共识。

胡昌平向记者介绍，香零山村土地肥沃，靠近城区，是
个传统的蔬菜村。3年以前，因品种不优、产量不高等原因，
村民只能靠种菜解决温饱；村里道路破烂不堪，垃圾遍地，
村民弃地不种，纷纷外出务工。

从2012年开始，该村开始在蔬菜种植上做文章，按照
“你无我有、你有我优、你优我特、你特我先、你先我绿”的
发展路子，打无公害牌，推广优良品种，实施科学种植。

村里请来蔬菜专家，为菜农开办科普班、培训班，传授
种菜经。村里经蔬菜专家论证评审后，统一为菜农选定蔬
菜优质品种；统一为菜农测土配方；统一兴建有机肥化粪
池；统一兴建浇水、杀虫设施。科学种菜让村里菜民由亩产
几百斤，提高到两吨多；由每斤几角钱到如今的三四元。

订单种菜，销售无忧
在村口的一片绿油油的菜地，记者见到了正在采收芹

菜的郑文华、龙爱林夫妇。郑文华告诉记者，他们夫妻俩种
了2亩蔬菜地，一年四季辣椒、茄子、窝笋、香葱、大蒜等连
着种，一年复种面积10多亩，年收入有10多万元。“我们是
订单种菜，价格无忧，销售无忧。原来我们种了菜怕卖不出
去，现在只管把菜种好就行了，每天都有人上门来收购。”
郑文华对记者说。

村民告诉记者，村里成立了蔬菜信息协会，与广东、福
建等沿海地区和港澳市场建立了供货渠道， 实行订单种
植，定期向他们供货。在永州市零陵、冷水滩城区建起了30
多家直销超市，每天准时提供新鲜蔬菜。村民自豪地说，永
州市中心城市每天的蔬菜供应，35%以上来自于香零山
村。目前，村里正与阿里巴巴协商发展电商业务，“香零山”
牌蔬菜将更及时地销往全国。

规模种菜，共同致富
在村民胡云姣的菜地，胡云姣告诉记者，她前些年与

丈夫一起在广东打工， 前几年与丈夫一起回到村里种蔬
菜，感觉种菜比外出务工更划算，每年的种菜收入都在10
多万元以上。“现在外出打工的村民大都回来种菜了，村民
基本上已没有外出打工的了。还有大学生毕业回来种菜的
呢。”胡云姣说。

据了解，香零山村目前成立了蔬菜种植合作社，主攻菜
市场，巧做菜产业，蔬菜产业由小到大。全村900多名村民、
300多户农户都成为社员。全村目前共建起了标准蔬菜大棚
1200个，年产蔬菜1000多吨，蔬菜年收入1.2亿元。去年，村
里菜农人均蔬菜收入达到了1.5万元，今年将超过2万元。

走在村里已成“网”的公路上，两旁新种的桂花树香远
益清。明亮的路灯，宽阔的道路，现代化的超市，热闹的文
化室……村里投入300多万元新修的村民广场， 吸引了一
拨又一拨城里人驱车前来观光游玩。

湖南日报11月4日讯 （记者 王
文隆 通讯员 王继斌 喻发良）不停
车也能检测到车辆超限超载？ 今天
上午， 浏阳首套不停车预检系统在
杨家超限监测站正式投入使用，这
标志着该市治超工作逐步向现代
型、智能型转变。

“这个系统是通过5个摄像头以
及石英称重传感系统， 将路面信息
及时反映到监测中心信息平台。”浏
阳市杨家超限监测站工作人员付强
介绍，“通过这个信息平台可以直接

看到超载车辆的数据， 过滤一些没
必要的拦车程序 ，发现有超重的话
可以在下面指挥车辆直接过磅。”

这套不停车预检系统，通过对行
驶公路的车辆进行预检分析，在不影
响车辆通行的情况下，既能执行例行
的检查，又减少了对合法运输车辆的
干扰，并大大降低了治超中的安全风
险和执法成本。“方便很多，对我们来
说更有保障安全，省下了时间”，货车
司机蔡坚说，“以前我们都是要在这
里排队等待检查，现在有了不停车预

检系统，我们绝大部分没超载的车辆
就可以直接通行了”。 杨家超限监测
站位于319国道与G106交界处，来往
货车主要是湖南醴陵、江西万载和浏
阳南区乡镇企业。目前过往车辆的日
流量达到4万台， 是浏阳车辆往来最
为集中的通道。

浏阳还率先在全省县级市中推
出“微信治超”的方式，将全市37个乡
镇单位办事处和15家市直有关单位
的主要工作人员都纳入治超微信群，
通过实时共享信息，实现联动执法。

山枣皮里
“榨”出百万产业

湖南日报11月4日讯（通讯员 罗中华 丁乐群 记者
杨军）金秋时节，记者在桃江县灰山港镇绿稼湾村看到，
很多村民在制作山枣皮。一位姓刘的村民对记者说：“我
们村里的山枣皮通过网络，销到了全国各地。”

绿稼湾村许美英夫妇做得一手好酸枣皮，他们以红
薯、酸枣、白糖、芝麻、糯米粉为原料，先把红薯、酸枣分
别蒸熟，捣成糊状，加上白糖、芝麻，再摊成薄薄的一片
片，经过晾晒成为味道酸甜可口的山枣皮。

许美英的女儿高昂从中嗅到商机，于2013年在淘宝
网申请注册了自己的品牌，开起了网店，没想到网上销售
火爆。但她父母一天起早贪黑只能做25公斤，满足不了消
费者需求，于是她发动四周的乡亲们一起做山枣皮。

如今在桃江灰山港绿稼湾、甘泉山等山村，加工生
产山枣皮的家庭已有200多户， 办了20个上规模的网
店，网上一天最多可销售山枣皮近500公斤。绿稼湾村支
书苏正明介绍，该村生产山枣皮年收入在100万元以上。

休闲旅游搭上“互联网+”
郴州携手途牛网

湖南日报11月4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朱若葵
陈敏）11月2日，2015中国郴州互联网+休闲旅游网络论
坛在郴州市苏仙区召开，郴州市与途牛旅游网现场签订
战略合作协议，双方携手进军“互联网+休闲旅游”。

本次论坛由中共郴州市委、市政府主办。世界旅游城
市联合会专家委员会主席、 全国休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副主任魏小安， 途牛旅游网有关负责人等国内知名旅游
业领军人物和旅游网络电商代表400多人齐聚一堂，围绕
郴州市及苏仙区休闲旅游定位，共同探讨“互联网+”时代
背景下，休闲旅游的发展机遇与策略。论坛上，现场嘉宾
全面分析了今年的旅游“互联网+”新局势，围绕郴州休闲
旅游产业在互联网时代如何转型升级、抓住机遇、谋划对
策展开对话。魏小安说：“郴州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近年
来的开发利用也步入快车道， 如何营销推广， 扩大知名
度、美誉度，利用好‘互联网+’是个重大课题。”

与会专家还针对苏仙区优秀旅游资源未得到有效
开发、旅游产品的开发比较滞后和旅游市场推广手段单
一等问题，开出了处方：用网络营销、事件营销和淡季营
销来实现产品开发，用“互联网+”来带动旅游的兴盛。

乡村微调查

红钻基金捐助抗战老兵
湖南日报11月4日讯 （记者 李治 通讯员 蒋

乐）10月31日，深圳前海红钻基金管理公司落户长
沙， 湖南红钻创业投资私募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同时成立。公司开业没有奢华的庆典，而是向抗
战老兵捐赠10万元慰问金。

抗战老兵李正祥现年95岁，曾参加衡阳会战。
经公益组织“湖南老兵之家”推荐，李正祥和另外
两位抗战老兵都将得到红钻基金的帮助。 红钻基
金董事长雷造福表示， 每年都将拿出5%至20%的
利润用于慈善事业。

株洲开建首个集中养老项目
湖南日报11月4日讯（记者 周怀立）11月3日，

株洲市首家星级高档集中养老项目———“株洲市盛
康·国际老年颐养苑”动工兴建。

这个项目由株洲盛康托养中心创办人盛国文
投资兴建，总投资近1亿元，明年可完成一期工程。
项目建成后，将成为集养老、医疗救护、康复健身、
文化娛乐、休闲度假于一体的生态式养老基地。基
地床位可达1000余张，能解决株洲市天元区等4个
区及周边乡镇失能失智人员集中供养问题。

拎包当老板 服务一条龙
溆浦推出创业创新“免费套餐”

远教小平台 创业大舞台
衡阳县800多个远教站点共举办实用技术培训1500多期，帮助10万多人创业就业

“拦”住超载无须拦车
浏阳“石英称重传感+微信治超”显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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