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谢璐 通讯员 彭浪波

金秋时节，从长沙县传来喜讯：该县获评
2015年度湖南省创新创业带动就业示范县。

如今的长沙县， 正在成为创新创业新高
地。 县创业办主任罗伟说，这得益于该县将互
联网思维和模式运用到创新创业中， 激发了
一大批创客的激情。

老行当焕发新活力
每年公务员考试引人关注， 相关考试培

训市场也风起云涌，竞争激烈。 近两年，有一
匹“黑马”杀出重围，在行业里崭露头角，它就
是长沙县伢子刘晓掌舵的长沙麦都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我将传统培训与互联网相结合，特别运
用了人工智能技术。 ”刘晓介绍，他也参加过
公务员考试培训，发现培训市场资料陈旧、试
题雷同，辅导员也良莠不齐，学员难以得到有
效训练。 于是，他邀了几个小伙伴，开始将互
联网和公务员考试教育进行“捆绑”研究。 经
过一个艰苦过程， 开发出网上首款公务员考
试人工智能在线题库产品。“这个产品题量
大、内容全，其后台数据分析技术还会根据考
生答案判断其强项和弱项， 然后有针对性地
帮助其练习和提高。 ”刘晓说。

像刘晓这样利用互联网激发传统产业活
力的创客，在长沙县还有很多。 最普遍的是在

农业领域，如新型农民彭焕新，将其种植的香
薯和加工的香薯食品在淘宝、 微信及微博等
平台上售卖，年创产值2000多万元。

抱团发展共奔小康
“采蘑菇、喂野鸡、钓鱼、品五彩米饭、尝

藏香猪肉……”中秋佳节，家住长沙天心区的
李女士带着家人， 来到长沙县路口镇荆华村
耀祥农场，感受农家生活。 她感叹，这个农场
的产品和项目很丰富， 不知其主人怎么忙得
过来。

“我们是当地9个农场合在一起，共同经
营的。 ”耀祥农场领头人曹宇说，她和丈夫最
早专门种食用菌，经7年打拼，建成了一个集
生产、销售、体验、餐饮于一体的“蘑菇王国”。

“自己过上了好日子，就想带着村民们一
起致富。 ”曹宇说，各家各户的“拿手活”不同，
单门独户小打小闹创业风险太大，怎么办？ 曹
宇灵机一动， 将互联网思维运用起来，“如果
各户生产的农产品统一使用耀祥商标、 统一
在耀祥农场销售， 既保证了各农户的产品销
路， 又丰富了耀祥的产品项目， 大家风险共
担、互相帮助，不是可以多赢吗？ ”

在曹宇带领下， 当地新实力农场种起了
芦笋，原野里农场喂起了乌鸡、珍珠鸡，东芬
园农场养起了藏香猪， 瑞祥云农场栽种了红
冠桃……在“1+N”经营模式下，当地9个农场
抱团发展，声名远扬。

肥沃土壤多育创客
就在长沙县创新创业如火如荼兴起时，

创客们听到一个好消息： 星沙创业投资人中
心年内将挂牌启用。

该中心采取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方式，
由长沙县创业者协会发起创立与管理， 将聚
集一批本地创业基础服务企业， 提供创客们
亟须的投融资对接、创业项目对接、创业人才
对接、创新产品推广、互联网技能培训等。 县
创业者协会采用资源合作或资金支持的方式
参股，再将股份收益用于购买中心产品，免费
或优惠提供给创客。

中心建成后，创客们可在里面所设“星创集
市”进行企业路演、项目推介等，在“星创管家咨
询平台”获得融资策划等托管式服务，在“星创
云推广”免费投放广告，在“星创学院”接受培训，
在“星创互联网技术超市”找到优质技术服务，
在“星创工坊”展开头脑风暴自主研发……中心
如一张巨大的互联网， 可将县域内最优创业资
源“一网打尽”，让创客们在里面茁壮成长。

责任编辑 吴晓华 版式编辑 李珈名

!!"#$%&'()
!"#$%&'()*+%,-./"%01234

5678%9:;/"<=7>?@ABCDEF
G3HIJKLMN78OPM.QR&S%TE.U
VWXYZM3[\]^ !" _`abc !"9$%d
efghijklmMI;nopqkrstu3v
9$,-;/"*wRxTE(DE3 ZYyxz=
@A.Rx@A.9{|}.~��������.��
��.U����UV��X3������*w��
�QR&S|���;W&���%@A9:�

*!+,$%&'-./01
/"9$%&��RJ #$%&  ¡¢£¤¥3(

/"Sq¦§¨©ª«¬3 ¢®¯°±X²³´
I3µ�¶·= ¹̧º��»=�7y��=�¼|�
½=¾c��R¿ÀÁÂ4ÃÄÂ²³9$%&MN[
\�WX§ÅÆÇÈÉÊ[\�*Ë�����ÌÍ§
ÎÏ±ÐÆFÑÒÓMN7y�Ë:Ô®Õ»;Ö×
�Ó��ÆFÑ9$%&ØÙ7y�¼|Ú½ÆÇÈÛ

Ü9$%&yx½~ÆÉÊ�ÝDSÞ=ß©à«¬
á'Æâã/"9$%&7y��äåæFça¸k
á'��

2!+,$%&3-./4567"89#:;
@/"S²³�èRça¸é/"Sq�½ê;

ëRìíîÏï3/"9$%&��Ra7ðÊ'¼ñ¾
%$ 0òóqô3õ�9$%&�¹ö÷øù¾

<!=>?@ABC
!!=>DE$ú ( û ## ü¹ýþÿ¾()$$ !" ( û

#( ü¹ýþÿ¾%")$$ #$�
"!=>BC$%0&'()%03%Ýqè*+,

/"Ý-(¹***+,-.-+/01+,2¾.Í(/%0�0q1
% % ·ÁI� 23%045'6789�

#!FGHIJK$:+,/"Ý-(¹***+,-.-+
/01+,2¾ é/"Sq�½ê;ëRìíî;(¹***+
,-34--+/01+,2¾<=ðÊ¹¼ñ¾>?.@IABÀC.
D-]-EFé�ÌÝ�±Ð�

$!LKMN$GH $"5%677(8(#$8

!"#$%&'()
*+,-./01!"234

OP :;>Q
8F
RS

TU
VW

XYVW Z[VW :;VW?\]^_

%
º��»=

=/
¹¢IÁ¾

%
!$J
vø

`ab$KX41
cd$Í§�».á|�».*¦@A�».
q�½ê�».LMN�O.%PO.QRO

2Iév/
SÝº��»==/.7y��==

/TUU6«ÌVWa´I¢I®év
/äåÁ�¹X¢I®év/YäåÁ
�¾Æ V«ÌéWa´IZI®äåÁ�
#  v/ÆV¯°[\±X´IZI®ä
åÁ� 5 v/�

]^ÀC:+,)/"Ý-(2_`
¼ñ>?é@IÀCöa

#
7y��=

=/
¹¢IÁ¾

%
!$J
vø

`ab$bËáE.c¬áE.S§áE.
defgháE.hif$háE
cd$ËjáE.kÜlIOfáE.
&S:ømnáE.hidefopáE

2Iév/

5
7y��=

Z=/
¹ZIÁ¾

%
5&J
vø

`ab$bËáE.c¬áE.S§áE.
defgháE.hif$háE
cd$ËjáE.kÜlIOfáE.
&S:ømnáE.hidefopáE

2Iév/

SÝ7y��=Z=/.¼|�½=
Z=/TUU6«ÌVWa´IZI®
év/äåÁ�¹XZI®év/Yäå
Á�¾Æ V«ÌéWa´IIè®Á� 5
 v/ÆV¯°[\±X´IIè®Á�
5 v/�

]^ÀC:+,)/"Ý-(2_`
¼ñ>?é@IÀCöa

!
¼|�½=

Z=/
¹ZIÁ¾

%
5&J
vø

`ab$~�O.q§O
cd$~�O.q§O.@AO

2Iév/

"!#efghi567 $ >djklmn"gopq^Yrs#

OP 89:; 8FRS TUVW Z[VW :;VW?\]^_
% ¼|Kr % 5&Jvø ¯ü³2Iév/

:+,)/"Ý-(2_`
¼ñ>?é@IÀCöa

# stuv.w�Kr % 5&Jvø ¯ü³2Iév/
5 q�xy.RzKr % 5&Jvø ¯ü³2Iév/
! {�Kr % 5&Jvø ¯ü³2Iév/
& *ËKr % 5&Jvø ¯ü³2Iév/
8 [\Kr % 5&Jvø ¯ü³2Iév/

"t#efgu4589 % >vwRx"gopq^Yrs#

!"!#$"%&'()*+,-
!"#

!"#$ . % / #& 0 123 4

!"#$%&'()* +,-
./0*1234536789:*;
<=>?@ABCDEFGHIJK
/DLFGMNOP;8QR*ST
UVWXY*Z[\]^_`a

bc ! def8Jghi*j
klm*;no367p5@ABC
8qrstuvwxDEFGa D
EFGyz{|3}~���8�
��z*o��3��*�����
y�*�y'�*����a �3�
"# �A�*����*��wx�
� g¡¢a

J�£* ;¤¥�¦§¨©�
ª«¬�G®¯°±5 ²³´µ
¶·¸a��¹vº»¼½*0¾¿
À��*ÁÂ�ÃÄÃÅÆ*ÇÈ8
yÀÉÆa ªÊËcG�ÌÍÎÏ
8ÁÐ* ^ÑÒ/8JggÓÔÕ
Ö* ;×Ø�ËÙÚÛÜÜÝÞ/
ß8àá�âãä/Ï8åÄàæ
ç¶è³Géto'êGë£¶
ìa í+*îÅ8ïðÁñ©ò¥0*
óô¥õö.'8÷çea

/øDLFGG4ùUc£ú
" =* Gû�üýþÿ!U¶"¥
�#$Æa%&8'()*+*,n
O;¤-IJÏ'êÏ./0EM
W* 1M1P;23G4â'êÏ
E546a

¥àá7�889:%J;<
=¡>*?@A8�ç*ô/Æ;8
-.BÐ.C08EaDEFG8c
HIJK8LM*NwOP8á�Q
RSTUV+WX8YZ*[\8]
^U_P``==a9a M%bM*
M�]cd�* eUJfgh8E
i*jklTmnÂoF%EÆpq
oFa rsOP8tu�vawx
¾*Jr $# yz{8|0vX}¥
~�J���8r���wta

�/E�Ä�0Æ* |0��
w������* þûü���V
W�ó.�* ��y�ó7�;¤
8Ä�a�Æ?�*|0��Ò�q
Æ* ����8F� �ÆJ¡¢
£*¤���*;��£w�|0.
¥*¦ó}w§¨a©|0Ò#Ë�
�* ôªþûü«!¬3óE84
a.C0|0®¯°±*©°²;
fU³*J´µË/d�8¶·¸ó
U g¹R* JgYº¢ôV»P
¼½¾¿Æ*ÀJg�UYVÁf*
©E5'ê*J´ÂÙÃ¾*�¯�
Ë��*r�ÍæÄÅ�Æ*ÇRÈ
É!Êa,¤î�8ËÌ*ôcÙÍ
Î¥Ï;fâÐÑÒ¸a ;ÓuÔ
ÕÖyJJý×Æ,¤8ØÙ4
âÚÛ�ÜaÝÉ7Þ*;ÓuU³
8ßÒàáP|0* |0ãâãä

ïåæåæa ñ;�/|08F�U
U==çè*é�åêë4*¤��

=ìÆíÌa
m.C0EuNxwM* ôÄ

/ÆÀ$JÏ'êE5zîïE
�* shcHIðñ8òLóôõ
öaJrYV÷f8|0*�¯Ë�*
øùmÖúû¸Jgõ�Uüý8þ
¹* gÿþ*Jg %&y*Jg 'y*
"E8!�°²Ä|Érþ"�Í
æa B�;¤8/Ä*zîï#@$
4Z¤%µ&'* J´ãEe()
Xa *��Æ,+*,,,�å-8
Ë./âÊË�¶¶*%µø01«
o23a *�ËÌ*,�cíÌÙÍ
Î¥ö;f*4íÌÿþÙsí,5
RJhø6y7Ã89a î+*;9
ß,ã* Û:Ò¸J;ùUpù<
=a ,&'y>7äïP67?@A
Æa ñ7Þ¢*,B;¤[�C*F�
�é�ÆËDo¯Ea

F/G4ù* ;¤JGâG4
HRI_ÆJg%J8KLù*P
Û ÏE5MNÆOP8-.Q
R* ,¤8¥öÒ¸�óS³GT
öÍUâ.'VyWXçY%GÍ
UâWX*.ZY¦7Ãa.C08
ÐÑÒ¸�%G¶[\²* zîï
ÿþ8£8Ò¸]óB-.8pù
<=í8]Ñ¶a

m;\Y ! defIJK/G
�?Ï'êE5MN/,¥* U°
VWÆXYae^ÝÉ*Ûc;\Y
I ( KÄ/G�MNßÒ* DEF
G8_��¥J``v�0a8Í
b*J:-.QRv¥cdë$%a

!$%&'()*+,-./
01,2"

市州新闻
湖
南
日
报
法
人
微
博

湖
南
日
报
公
众
微
信

2016年9月21日 星期三
通讯员投稿邮箱： hnrb2012@163.com

09

� � � �湖南日报9月20日讯（记者 张颐佳）9月
22日是“中国城市无车日”。今天下午，长沙
交警发布“无车日”部分区域交通管制措施。
倡导市民少开一天车，绿色环保出行。

为促进城市交通领域节能减排， 降低城
市空气污染和倡导绿色出行， 长沙市2016年
“中国城市无车日”活动将于9月22日9∶30至
16∶30举行。按照“核心管制实施、重点路口
分流、强化线路管控”的原则进行，对城区部

分区域道路实行机动车全封闭交通管制：禁
止机动车（除客运出租车、公交车、校车、通勤
车、婚丧车和军警、急救、消防、抢险等机动车
辆外）在芙蓉路、劳动路、湘江路、五一大道合
围区域范围内的道路（不含边界道路）通行。为
确保此次活动取得实效， 将在全封闭交通管
制圈及其周边的相关路口设置18个管制点和
外围11个分流点。请市民服从现场交警指挥，
“无车日”尽量少开车，单车出行或公交出行。

� � � � 湖南日报9月20日讯 （记者 戴勤 蒋剑
平 通讯员 杨坚 鄢跃斌）“我们是县文化市
场综合执法大队的， 请配合我们执法！”9月
17日晚，新宁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接到
群众举报后迅速行动，查处了一处跨境贩卖
色情、迷信等非法出版物的书摊。

据了解，今年3月以来，新宁县通过开展
“扫黄打非·护苗2016”及“清源·2016”等系
列专项整治行动，净化文化市场环境。针对
案发源头隐蔽等特点，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
大队采取日查与夜查、明察与暗访相结合的

方式，锁定重点时段、重点场所、重点目标，
开展集中高频次执法检查，对非法出版物形
成全方位、不间断打压态势。并利用当地媒
体，公布举报受理方式，形成群众支持执法、
参与执法的强大合力。

据统计， 系列专项整治行动开展以来，新
宁县共出动执法人员120余人次， 检查各类文
化新闻出版经营单位54家次，查处各类案件12
件，收缴销毁盗版等非法音像制品200盘(张)、
无证非法经营盗版图书180册(本)，宣传警示教
育100余人次，强力铲除了一批文化“毒瘤”。

长沙县
“互联网+”筑创业新高地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乐水旺 王蓉 邱亚平

9月中旬， 收购青蒿的车子一辆辆开进
了宁远县鲤溪镇狮子砠村。 修了一年多的
“天路”通车了！

狮子砠村海拔800多米，全村397人，其中
贫困人口118人。以前，只有一条蜿蜒的山路
连通山下。 该村药材种植大户邓德副告诉记
者：“50公斤青蒿用马驮下山，运费40元。而青
蒿收购价每公斤8元。” 村民屠阳丁建房，马驮
建材的运费占建房成本的三分之一。

2014年春，在外开店的村民欧学武当选
村支书，他拍着胸膛表态：“再苦再难也要把
路修通！”欧学武掏出9万元作为修路的启动
资金。大家纷纷捐款。

可找了10多家施工队，没有一家愿意进

山。眼看修路的事要“黄”，欧学武把在县城
购买的一套商品房的房产证交到施工队负
责人手中：“如果没钱了， 拿我的房屋抵。”
2015年7月，挖掘机的轰鸣声在山里响起。

修路要占用其他村的田土，欧学武和村
民代表一次次上门协商。今年1月，欧学武等
6人第10次到一个村庄协商，因为雨天路滑，
全摔进路旁的水塘。 对方村民被感动了，签
下了协议。工地上，村民们义务投工投劳，60
岁的屠秋瑞用坏了3把铁锹。欧学禾、邓玲等
主动从广东返乡修路……该县交通局、经信
委、财政局等也给予大力支持。终于，一条8
公里长的水泥公路通到了村头。

路通了，村民脱贫致富有了希望。今年，
村民廖才玉的50亩青蒿， 纯收入近10万元。
山后180亩脐橙，已被外地客商“相中”，交了
订金。一家南竹加工企业，即将落户该村。

长沙交警发布
“无车日”部分区域交通管制措施

新宁强力铲除文化“毒瘤”

“天路”修通 致富有望

� � � � 9月17日， 姜农
在吉首市乾州农贸
市场批发销售生姜。
最近，该市场专门开
设生姜交易日，有效
解决了姜农生姜贸易
场地受限的难题。

杨健 姚方
摄影报道

生姜集市解农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