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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5月17日讯 （记者 白培生 李秉钧
通讯员 骆国平 夏太鹏）“网店收入上周超过5万
元，相当于以前2个月的销售额。”5月16日，桂阳县
农博园养鸡大户李华军说， 今年他养的“麻婆土
鸡”搭上电商快车，采用“互联网+生鲜直配”，已销
售5000多只。

据了解，桂阳县采取多种措施，拓宽农产品销
售渠道。今年1至4月，全县农产品销售额达38.2亿
元，同比增长2成多。

桂阳县是全国产粮大县、生猪调出大县，且盛
产茶油、烟叶等农副产品。由于农民营销能力弱，
一度存在农产品销售难。近几年，该县转变农业经

营方式，促进产销对接，发展农业龙头企业116家、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425家， 并推行“公司+基地”、
“合作社+农户”、“协会+农户”等。龙头企业、合作
社等发挥自身优势开拓市场， 带动农户销售农产
品。去年，全县龙头企业完成总产值104.4亿元、实
现利润5.7亿元，带动农户15.44万户。

桂阳还大力加强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推动
农产品与大型专业农贸市场、超市、学校等对接，
帮助营销大户、外地客商、外地商贸物流协会等，
增加农产品销售。去年通过签订农商、农超对接
协议和订单收购协议， 实现履约金额27.5亿元。
同时，作为全省首个农村淘宝示范县，去年9月该

县积极构建农村电子商务新业态，与农户、种养
合作社、大户、加工企业开展产销合作，打造电商
平台与农产品销售团队， 形成了一个政府主导、
企业运作、 农民参与的新型农产品销售网络。目
前，已开通66家农村淘宝村级服务站、100多家淘
宝店，通过电商平台，全县已实现农产品销售收
入近2亿元。

� � � � 湖南日报5月17日讯 （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
员 杨捷灵 汤惠芳）“自从鱼儿上了网， 长沙客户
的车直接开到了家门口。”5月16日，谈起在“供销e
家”电商平台卖鱼的经历，中方县铜湾镇梅树村天
然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杨司君说， 自己带
着村民按照“电商+协会+农户”的模式发展水产养
殖，村里有17个长期在外打工的村民不愿外出了。

近年来，中方县以“电商进村”为突破口，大力
推进“互联网+三农”惠民工程建设。出台了一系列
重点扶持政策，设立了电子商务发展基金，并通过

“政府购买服务”， 面向社会免费开展电商知识普
及和培训， 积极建设覆盖全县的电子商务运营中
心和服务站点。同时，借助淘宝网、云上优品等电
商平台，帮助新型农民、种植大户和涉农龙头企业
开设专区“触网”，一边线上解决农产品销售等问
题，一边线下处理农产品质量溯源、交易安全等问
题。目前，全县“触网”农产品已达40余种。

中方县还积极打造农村电子商务孵化基地，
在县城商业步行街规划了集“线下产品展示，线
上产品交易” 于一体的电子商务创业孵化园，为

电商企业、创业人才提供办公运营、产品展示、仓
储配送、培训推广等多种服务，赢得阿里巴巴等多
家电子商务和互联网信息技术企业青睐， 这些企
业主动帮助该县培养“淘宝合伙人”、“网店小老
板”等新型创业人才。该县中方镇冯家湾村青年农
民潘立平一直在外打工， 回乡在集镇市场办起了
微店，当起了“淘宝代理”，帮助村里人开展网络代
收代购业务。目前，全县已有21位熟悉网络的青
壮年返乡开起了“淘宝代理店”，成为“农村电商”
创业者。

� � � � 湖南日报5月
17日讯(记者 王文
隆 通 讯 员 钟 智
戴姣)今天，浏阳市
公安局食品药品
环境犯罪侦查大
队正式揭牌成立，
大队干警进驻浏
阳市市场和质量
监督管理局办公。
这是我省县级首
家公安局食品药
品环境犯罪侦查
大队，也是湖南首
个与市场和质量
监督管理局合署
办公的公安食安
环专职队伍。

新成立的食
品药品环境犯罪
侦查大队，主要负
责对全市食品药
品环境涉及安全
的刑事案件的侦
办工作，并与市场
和质量监督管理
局 、环保局 、农业
局、畜牧局等行政
执法部门开展联

合执法，合力确保群众舌尖上的安
全。

“这种行政职能部门与专业行
政监管部门的协作配合，整合了执
法资源，充实了执法力量，丰富了
执法手段，实现了行政执法和刑事
侦查的无缝对接。” 浏阳市公安局
党委委员、 副局长吴洵介绍，食品
药品环境等行政执法部门在执法
过程中有时候会遇到阻碍执法的
情形，现在联合在一起后，我们公
安就可以维护正常执法秩序，也能
及时发现违法犯罪案件， 更严、更
及时、更精准打击。

湖南日报记者 姚学文

5月14日，农历四月初八，是铜
官陶瓷传统的每年一次祭拜窑神的
日子。这一天，胡家新窑举行点火仪
式， 省级工艺美术大师胡武强为龙
窑点火。

胡武强虽已年逾古稀， 但精神
矍铄，行为敏捷。

说起自己的从艺历程， 胡武强
颇多感慨。

世代从事制陶、烧陶的胡武强，
18岁从父学艺。一生坎坷不少，从艺
50余年坚持不懈， 成就不菲。2003
年，他一件鸡血红釉色的仿古茶壶，
参加中国首届文物仿制品暨民间工
艺品陶艺类作品大赛， 夺得唯一一
块金牌后， 当场被一家拍卖公司以
32万元买走。2008年， 他为汶川地
震艺术作品拍卖会， 捐赠一件釉成
图案“仙女散花”的茶壶，拍出21万
元的高价。

胡武强的艺术成就， 获得不少
“大家”点赞。2005年，黄永玉特地去
铜官看望胡武强， 并为其题词“陶
粹”赞誉之。2015年，胡武强制作一
尊高1.63米的“大寿星”陶瓷人像，送

给黄永玉， 参加黄永玉举行的诞辰
90周年成就展。2008年，他为袁隆平
烧制了一个谷筐，令袁隆平很开心。

好作品，离不开好窑。胡武强介
绍，胡家龙窑已使用几十年。这次是
重新进行维修，工艺没有任何变化，
仍是柴火龙窑。在铜官，目前注册的
陶瓷企业有100多家， 但这是仅存
的一个柴火龙窑。

“柴火陶瓷烧制技艺已列入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然而，现
在大多企业均改为电窑、 煤窑或气
窑。”说起其中的原因，胡武强透露：
“主要因为柴火烧制难度大、火候难
掌握、成品率低等。”

“柴火窑成品率最多80%，而别
的窑可以达到 95%以上 ， 甚至
100%。”

尽管如此，在胡武强看来，柴火
窑具有别的窑无法比拟的优势。因
为窑内各点火力差别大的原因，柴
火窑烧出的每件陶瓷， 釉色会各不
相同。一窑下来，可谓色彩纷呈，千
姿百态。这是其一。柴火烧制出来的
陶瓷，更加古朴、可人。

“柴火龙窑这个技艺不能失传
了。”胡武强不无忧伤地说。

� � � � 湖南日报5月17日讯 （记者 李寒露 通讯员 杨善军
刘钦）5月17日，常德市政府与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以下
简称“国药集团”）在常德柳叶湖畔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双方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加强在生物医药健康领域
的全面合作。国药集团将通过合资、合作、兼并重组等多
种方式，逐步扩大对常德生物医药健康行业发展的投资，
协助推进常德生命科学与健康产业园建设。

国药集团是由国务院国资委直接管理的中国规模最

大、产业链最全、综合实力最强的医药健康产业集团，是
目前唯一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国医药企业。 此次签约，国
药集团将携手常德，打造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航母”。根据
协议，双方将在医疗健康服务、医药物流分销、医药零售、
生物医药制造、医药研发与工程设计、医疗器械、人才信
息交流等7个方面开展合作。常德市将在行业规划、资源
配置、行政许可、税收政策、产业资金等方面给予国药集
团积极支持。

靖州杨梅销售
开启

“互联网+”模式
5月17日，梅农通过农产

品电子商务交易平台进行杨
梅网上预售。 当天，2016中
国·靖州杨梅节暨飞山文化
旅游节之网上杨梅节在靖州
苗族侗族自治县启动，31家
杨梅产销企业、 专业合作社
入驻网络平台， 标志着拥有
7.6万亩杨梅种植基地的该
县， 已从单一传统销售模式
转变为“互联网+”模式。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张景武 摄影报道

桂阳构建新型农产品销售网络
今年1至4月销售额达38.2亿元，同比增长2成多

中方“电商进村”破解农民卖难
40余种农产品“触网”销售

常德携手国药集团打造产业“航母”
加强生物医药健康领域全面合作

合
力
确
保
舌
尖
上
的
安
全

我
省
县
级
首
家
食
品
药
品
环
境
犯
罪
侦
查
大
队
成
立

“柴火龙窑不能失传”
———窑神祭拜日访省级工艺美术大师胡武强

湖南日报记者 徐典波

洞庭湖春季禁渔咋样？5月16日， 省畜牧水产局渔政处
联合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跑遍东、西、南洞庭湖，暗访11个
小时，结果喜忧参半：大部分湖面干净，部分交界水域为“盲
区”，一些外省渔民、农民和芦苇场承包户违禁违法捕鱼。

5月15日深夜， 省畜牧水产局渔政处处长汪旭光、副
处长吴玉林来到岳阳， 与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会长徐亚
平商量，决定暗访洞庭湖“春禁”。徐亚平连夜布置协会西
线巡逻队员范钦贵、万朋举、付锦维、刘清林收集情报，志
愿者胡伏林、徐立君、徐沐辉待命。

16日5时30分，在岳阳市巴陵广场旅游码头，汪旭光、
吴玉林、徐亚平等乘坐“巴比”号江豚巡护冲锋舟，前往红
旗湖水域。

6时37分，刚过君山后湖至河口水域，一条渔船载着
“地笼王”经过。冲锋舟加足马力追上去，发现船舱内尽是
青虾。汪旭光询问得知是湖北洪湖渔民陈某夫妇，责令其
将渔获物放生。

7时许，至黑咀水域，湖上渔船多起来。渔民看到冲锋
舟，忙驾船往芦苇丛里钻。7时03分，大家追进芦苇丛，截住
君山区广兴洲镇渔民老段夫妇，船舱内有刚捕获的龙虾。徐
沐辉拍照取证，吴玉林对老段进行批评教育。

“违法者在哪，我们就向哪进攻！”8时05分，江豚保护
协会西线巡逻队员驾船，与大家在新安闸水域会师。君山区
许市镇农民老钟驾着渔船从芦苇丛冒出，也被冲锋舟截住。

9时10分，红旗湖五坝子水域，湖北监利渔民贺有林

夫妇在捕虾。贺有林交代，有湖北的10多条捕虾船，在红
旗湖一带水域捕捞。

冲锋舟驶入南洞庭沅江市水域，网围不少。汪旭光紧
急电令岳阳县、沅江市渔政前来执法。

半小时后，红旗湖风车拐水域，不断有渔船向一艘大
趸船靠拢。大家靠近时，渔船惊恐四散。一艘渔船为逃逸，
向冲锋舟撞过来。大家齐心协力，先后逮住了汉寿渔民清
光新等驾驶的3艘违法捕捞渔船。10时12分， 岳阳县渔政
局红旗湖站站长唐志刚来了。现场调查取证得知，趸船主
人为任伯顺，是这一带芦苇承包户，在此组织违禁捕捞。
船上有2个雇工， 舱内藏有96公斤龙虾和近20公斤沙鳅
等。巡逻队员范钦贵反映，这里是岳阳、沅江、南县交界水
域，给非法捕捞以可乘之机。

11时许，岳阳市渔政站站长田名光、党支部书记卢益
卫与岳阳县渔政局局长李德军闻讯赶来。随后，沅江市渔
政三中队副中队长郭平、 职工卢国冬赶到现场。“必须分
清管辖水域范围，执法不能留盲区。”汪旭光叮嘱渔政人
员后，进入南洞庭湖巡查，发现部分网围。

14时15分，一场省、市、县三级联合渔政督战会在红
旗湖站公务船上召开。“不说成绩，直面问题。”汪旭光说，
“渔政得昼夜巡查、严格执法，确保渔业生产安全有序。”
吴玉林表示：“可探索‘交叉’执法。”

面对问题，唐志刚全打收条。
16时许，大家再次出发督查，途径君山壕坝水域时，

江豚跃出水面， 大家心花怒放， 期许：“让洞庭湖风清气
正，还江豚自由自在。”

洞庭湖，仍有人违禁违法捕鱼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6年 5 月 17日

第 20161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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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1 1040 117624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2258 173 390634

7 35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6年5月17日 第20160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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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925399830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6
二等奖 180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8206646
5 133610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848
55554

1218600
7588035

24
2100
48035
309724

3000
200
10
5

1404 08 11 16 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