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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刘永涛

� � � � 【人物】
赖志强，1986年出生， 江西赣州人，

2009年毕业于吉首大学音乐表演专业，
湖南乐和集团董事长。 从一贫如洗的摩
的司机，到自创品牌“卡罗德钢琴”借助
互联网异军突起， 成长为互联网钢琴第
一品牌，其创业之路充满传奇。

【故事】
2009年，赖志强从吉首大学音乐表

演专业毕业。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摩的司
机。第二年，他用积攒的6000元，创办了
自己的工作室———D调艺术培训中心，
开启了创业之路。

一台二手钢琴、一台二手空调、一台
二手电脑、一套音箱、一个自己亲手钉的
广告牌，就是他创业时的全部家当。

赖志强希望延续自己的音乐梦想。
但只坚持约半年时间， 在市场激烈竞争
中，他的艺术培训中心关门歇业。

“创业之初，不断地跌倒，但我相信
所有的挫败都是暂时的。”接受记者采访
时，赖志强言语平缓。

2011年，电商市场迅猛崛起，赖志
强将目光投向了钢琴的网络销售上。

“钢琴之所以卖得贵，实体店运营成
本是不容忽视的。作为标准化产品，钢琴
为何不能以厂家直接对客户的方式，通

过互联网进行售卖？”赖志强看准了其间
巨大商机，踏上“网销钢琴”的电商征程。

起步伊始，无人问津，甚至不少同
行还笑他做白日梦， 但赖志强始终不
为所动。

“品质过硬的产品，比实体门店钢琴
优惠近万元的价格，售后服务从3年延长
到10年。”赖志强和他的团队坚持品质、
价格和服务三管齐下， 最终叩开了消费
者的心扉。

2012年，赖志强乐和集团自创的品
牌“卡罗德钢琴”借助互联网东风异军突
起。到2015年，赖志强公司全年实现营
业额逾亿元， 卡罗德钢琴更是占据60%
互联网钢琴市场份额， 一跃成为国内第
一互联网钢琴品牌。

“钢琴王子” 赖志强的名声，不胫而
走。

2017年天猫双十一购物节，卡罗德
钢琴当日销售达1500万元，这也是卡罗
德钢琴连续六年取得天猫同类商品销售
冠军，远超国内外多个知名品牌。

而在这年年初， 赖志强更是在北京
人民大会堂签约著名钢琴大师理查德·
克莱德曼。这位被业内人士称为“最懂中
国音乐的西方钢琴家” 正式成为卡罗德
钢琴代言人。

坚定、务实、精进。将品质作为立业
之本的赖志强，一直是匠人精神的拥趸。

“无论客户提出什么合理要求，我们
都会倾尽全力满足。”多年“学琴、教琴、
卖琴”的赖志强，甚至将自己定位为公司
的一线产品经理。 为解决工厂钢琴次高
音欠佳的问题， 他曾带领专家卷着铺盖
在工厂住了数月，最终圆满解决问题。

赖志强透露， 乐和集团将在长沙建
设辐射全国的总部基地， 打造集高端钢
琴及芯片研发制造、物联网教育系统、钢
琴博物馆、 现代音乐厅等为一体的产业
教育链条。

一台钢琴串起的上下游产业版图，
加速扩容升级、开花结果。

迄今， 乐和集团已与德国的Ren-
ner、意大利的Ciresa等全球钢琴顶级供
应商密切合作， 其产品销量稳居互联网
钢琴市场首位。

“成为钢琴互联网第一品牌只是开
始，铸就极致品质，打造百年企业，才是
愿景所在。”赖志强信心笃定。

湖南日报4月10日讯 （记者 杨元崇 通讯员
黄益民）4月9日,在保靖黄金茶起源地———吕洞
山镇黄金寨古茶园，一棵年龄412岁的古茶树采
得865克鲜叶，经过精心手工制作得到100克极
品保靖黄金茶。

黄金寨古茶园位于保靖县吕洞山镇黄金
村，是湖南省第九批文物保护单位，现有保护茶
树2057棵。这棵古茶树经湖南省茶叶研究所鉴
定已生长412年，是古茶树中树龄最老、树型最
大的一棵，有保靖黄金茶“茶树王”之称。它不仅
是保靖县茶树驯化和规模化种植发祥地的“历
史见证 ” 和 “活化石” ， 也是世界茶文化的
“根”和“源”之一。

古茶树的鲜叶采摘和手工炒制由保靖县
2018年手工制茶冠军马少梅和马燕姐妹共同
完成。上午9时，选取鲜叶吸光最佳时段采摘鲜
叶，由于树高冠大，姐妹俩在众人的帮助下，费
时2小时才完成鲜叶采摘。经过5小时摊青后，开
始手工炒制， 经过姐妹俩精心制作， 最后得到
100克炒制好的干茶， 保持了保靖黄金茶原始
的木香味，堪称茶中极品。

保靖县近年来加大对黄金寨古茶园的保护
力度，采取爱心人士认养古茶树、企业以保护价
收购鲜叶等措施， 黄金寨古茶园得到了较好的
保护和利用。

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湖南日报4月10日讯 （记者 王晗）
今天上午，湖南湘江新区“产业项目建设
年” 集中开工月暨望城经开区项目集中
开工仪式举行， 苏宁云商湖南电商产业
园等8个项目动工，涵盖电商物流、智能
制造、食品加工、服务配套等多个领域，
总投资近80亿元。

苏宁云商湖南电商产业园项目规划
用地432亩，总投资11亿元，主要建设智
能化存储中心、自动化拣选中心、智能结
算中心、智慧云物流平台、苏宁云商湖南
易购区域总部及天天快递湖南区域总部
等内容。 项目全面运营后， 预计可实现
100亿元商品的销售，税收1亿元以上。

“该项目从去年12月14日正式签约

到开工，仅仅不到4个月，得益于新区优
质的政务服务和良好的营商环境。”湖南
湘江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后续新区将
进一步加强调度，强化保障，持之以恒为
项目建设和企业发展提供优质、便捷、高
效的服务，推动项目高标准、高质量、高
效率建成达效。

作为望城区域经济发展的强劲“发
动机” 和湖南湘江新区产业发展的重要
增长极，今年来，望城经开区坚持项目为
王理念， 建立了领导领衔制、 任务交办
制、问题销号制、督查通报制、年度考核
制等项目建设“五制”，扎实推进重大项
目建设。 全年共铺排社会性投资项目75
个，计划总投资909.77亿元。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廖培

“回想自己的犯罪经历，我悔恨不已……”
2017年10月14日，株洲县环保局原局长周恒立
因涉嫌贪污、受贿、单位受贿，被株洲县人民检
察院依法批准逮捕。铁窗下，周恒立泣不成声。

“他曾是株洲县历史上最年轻的正科级干
部之一，却深陷期货‘泥潭’无法自拔。”今年4月
初，株洲县纪委监委负责人告诉记者，面对理财
亏损，周恒立收受贿赂用于“止损”，甚至把单位
财务当做私人“钱包”随意“提款”，最终用一扇
铁窗，为自己的政治生涯画上了句号。

深陷期货 “泥潭 ”，提90余万元
公款“止损”

因工作成绩突出，年仅26岁的周恒立从乡团
委书记升任团县委书记，成为当时株洲县最年轻
的正科级领导干部之一。 他历任乡党委书记、县
旅游局局长、县政法委副书记、县环保局局长等
职务，在正科级领导岗位上工作了21年。

2011年开始， 周恒立迷上了期货理财。由
于没有风险意识，他投入的资金血本无归，世界
观、价值观开始迷失扭曲。

办案人员介绍， 从周恒立的期货账户与关
联的银行卡流水上看，近7年他几乎每天都会浏
览、操作期货交易。被隔离审查的当天上午，周
恒立还在办公电脑上操作过期货交易。 他账户
上数百万元的巨额亏损，数字触目惊心。

面对个人亏损，周恒立想“力挽狂澜”，又没
有本钱，便收受贿赂用来填补亏损。他还利用职
权滥发津补贴，把津补贴用于填补亏损，甚至把

单位的财务当成自己的私人“钱包”，拿公款填
补亏损。

此时的周恒立， 变成了彻头彻尾的“赌
徒”，亏得越多就越要搞钱“搏回来”，“窟窿”越
捅越大。

周恒立忏悔说：“收受环保项目施工单位
送的钱财， 从最初的一千两千到后来的上万
元，最大的一笔10万元，我都收下了，后来都投
入到证券期货投资上亏损了。由于想在期货投
资中搏回亏损，我安排环保局财务人员将公款
存入或转账到我的个人银行账户共90余万元，
这些钱后来我都投入到个人证券期货投资上
亏损了。”

台上高喊反腐，台下却自身腐败
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这是对

“两面人”的生动刻画。
“局班子成员要带好头、做榜样、当标杆，

对照工作需要及群众期盼查找和解决问题，着
力解决理想信念、思想意识方面存在的突出问
题……”这是2014年3月28日，株洲县环保局
召开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动员大会，时任县
环保局党组书记、局长周恒立的一段讲话。

令人讽刺的是，2017年4月12日，株洲县委
第一巡察组对县环保局开展巡察， 发现周恒立
在任期间，县环保局存在党的领导弱化、党建流
于形式、规矩意识不强、存在“山头主义”现象等
突出问题， 以及违规发放津补贴、 收受红包礼
金、套取专项资金等多条问题线索。

办案人员介绍，周恒立会上高喊反“四风”，
要解决好群众期盼的问题， 会后却向被管理对

象收取服务费；表面上喊遵守党内纪律规定，私
底下却收受贿赂、大搞贪污。

该案在调查初期， 县纪委曾给周恒立多次
主动交代违纪违法事实的机会，希望他能“坦白
从宽”。但周恒立继续玩“两面派”，一边在自己
办公室表示会配合调查、全部向组织坦白，到了
谈话室后却坚称自己没有个人问题， 更不存在
贪污、受贿。

当一项项证据摆在面前时， 他最终失去了
“坦白从宽”的机会。

一人腐败，引发“蝴蝶效应”
周恒立案，牵出了县环保局17名领导干部

参与腐败的“窝案”。4名时任班子成员“全军覆
没”，10余名二级机构负责人被问责。

周恒立担任县环保局局长期间，该局以“环
境监测费”的名义向7家项目建设商以及企业分
11次收取费用200多万元， 并存入了二级机构

“环境监测站”账户。这个账户，成了环保局的
“小金库”“福利社”。

年终总结会、家属座谈会、春节值班、春
节交通、世界环境日以及各类加班值班，只要
能想到的名义，他们都能从“小金库”中开支
用来超标准、超范围发放补贴。同时，该局以

“项目协调”名义用来开支的费用高达百万元
之巨。

不仅如此，县环保局班子成员、二级机构负
责人等13人在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三同时”验
收工作时，以“专家评审费”名义收受红包礼金
共230余次，金额近11万元。当同天有多地要进
行环评、验收时，周恒立等人为了避免收红包会

“撞车”，甚至“创新”收红包方式，由一人代收后
再分发给相关人员。

“身为县环保局‘头雁’，周恒立不仅自身不
‘干净’、不‘环保’，还彻底把‘雁群’带偏了方
向，教训十分深刻。”办案人员说。

环保局长不“环保”
———株洲县环保局原局长周恒立违纪案剖析

湖南日报4月10日讯 （记者 周月桂）
以色列医疗健康、电子信息、清洁技术先
进科技推介会今天在长沙举行， 省内132
家上市公司及拟上市公司和20多家基金
公司代表参会。 该推介会也是为今年6月
将在长沙举行的第一届湘以科技创新经
贸对接会进行前期精准对接与撮合。

省商务厅西亚非洲处处长郭宁介
绍，以色列素有“创新国度”的美誉，有将
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强烈愿望， 这与我
省“创新引领、开放崛起”的战略发展需

求十分契合。目前，我省与以色列的合作
处于尚待开发阶段，此次推介会上，湖南
企业全面了解了以色列的先进科技、中
以双方新型的合作模式。

据了解，6月5日至7日，“领创科技，
未来已来” 第一届湘以科技创新经贸对
接会将在我省举行， 目的是加强我省与
以色列的科技、经贸交流，促进以色列先
进科技与我省优势产业的对接融合，建
立我省从以色列引智引技的平台。 届时
将有50多家以色列高科技企业参会。

湘以加强科技经贸合作
以色列来湘推介先进科技

湖南日报4月10日讯 （记者 陈淦璋）
对长沙购房者来说，当前“全装修”新
政增加了购房投入， 而资金成本也在
不断上涨。 记者今天走访省会多家银
行发现，今年一季度以来，银行业房贷
利率整体呈上涨趋势， 首套房的房贷
利率在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 10%至
15%不等，二套房的房贷利率上浮幅度
最高达到30%。

融360监测数据显示，从今年2月开
始，长沙19家主要银行中有15家的首套
房贷款利率相比基准利率已上浮10%，
且数量还在不断增加。 长沙市芙蓉中路
一国有大行信贷经理告诉记者， 以总价

100万元房子（贷款50万元、20年）为例，
现行基准利率4.9%和等额本金计算，需
支付利息总额约24.6万元； 若按照上浮
30%计算， 购房者需支付的利息达到32
万元。

融360房贷分析师李唯一认为，今
年以来银行业房贷利率上浮， 既有资金
成本的因素，又有政策指导的因素。据了
解， 监管层已多次严查和防范银行信用
消费贷等资金流入房地产市场， 对房地
产市场的信贷支持力度不断减弱。

业内人士表示，按现有趋势，长沙市
场的房贷额度或将继续收紧， 购房成本
只会越来越高。

省会银行业房贷利率上浮明显
二套房上浮幅度最高达到30%

望城经开区8个项目集中开工

412岁“茶树王”发新叶
手工炒制得100克极品黄金茶

长沙共享单车有了“规范准则”
鼓励企业采用免押金方式提供租赁服务

邓晶琎

10日，长沙市召开政策解读会，对《长沙
市促进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规范发展的指导意
见（试行）》（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进行解读。

此举意味着备受瞩目的共享单车政策
“靴子”落地。7条措施，条条给力 ，
干货多多， 受到共享单车企业
和广大市民的好评。

好政策最终要落实好。
当前，长沙市共

享单车发展 ， “乱停
放” 是最大痛点，也
是最让市民诟病
之处。

《指导意见》对此明确：相关部门应组织
实施停放区规划指导、监督设置和建设；企业
应引导用户规范用车， 加强车辆日常维护管
理等。

可落实落细到具体操作上， 难免遭遇现
实困境。

如，行业内普遍呼吁的“电子围栏”，其技
术已经具备，却仍然难以推广。

从企业经营角度看， 长沙市尚未规划具
体停车点，企业自己投入设置，成本较大，也
不规范。从政府管理角度看，长沙市当前3家
共享单车企业技术各不相同， 如何分配各家
区域，需统筹斟酌。

又如，政府与企业建立统一的
数据监管平台 ， 也不存在技术门
槛。 可企业存在商业机密的考量，

政府有统一标准的考虑，该平台迟迟难建立。
再如， 类似共享单车被丢入湘江等人为破

坏现象，如何追究责任？
新经济新业态的这些发展难题， 反映出共

享单车当前亟须精细化管理。政府如何规划，企
业间如何互通车位， 政企间如何交换数据等各
个环节，均需加强各方协调，而非单兵作战、画
地为牢。

今年两会期间， 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对
共享单车发展“把脉定向”：需要政府、企业和使
用者共同治理，共同解决问题。

可喜的是 ， 长沙市的共享单车企业与各
级各相关部门已在开展有意义的联动探索 。
我们期待 ，《指导意见 》 的实施将为长沙维护
健康的城市环境和公共秩序提供积极有益的
实践样本。

共享单车需共同治理谈经论市

赖志强：
从摩的司机到“钢琴王子”

4月9日，保靖县吕洞山镇黄金寨古茶园，“茶王”姐妹花马少梅（右）、马燕（左）在采摘古茶树鲜叶。
黄益民 摄

赖志强

� � � �湖南日报4月10日讯 （记者 王文隆 邓
晶琎）今天，长沙市召开政策解读会，正式发
布《长沙市促进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规范发展
的指导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指导意见》）。
《指导意见》从科学合理定位、明确部门职责、
规范企业运营行为、保障用户资金安全、引导
用户文明用车、规范市民行为、加强宣传等7
个方面提出了具体措施。

目前，长沙市共享单车投放总量约为45
万辆。《指导意见》 对共享单车提出了严格的
准入门槛： 运营企业要具备与其经营规模相
适应的线上线下服务能力， 应依法在长沙市
办理工商登记注册，设立线下服务机构，还须

将所有车辆的数据接入本市互联网租赁自行
车数字化监管平台， 自觉接受政府相关职能
部门的监督和管理。

对车辆也有具体的要求。“企业投放的车
辆应符合国家和行业技术标准规定， 具备实
时定位和精确查找功能， 加装带有车载卫星
定位和智能通讯控制模块的智能锁， 车身不
得设置商业广告，企业应建立车辆维护档案，
定期维修维护，确保车辆技术良好。”

针对当前用户反映的“押金退还难”问
题，《指导意见》提出“鼓励企业采用免押金方
式提供租赁服务”。记者了解到，目前长沙的3
家共享单车企业中，ofo小黄车和哈罗单车已

实施了“以信用分免押金”的服务模式。
针对普遍反映的“乱停放” 问题，《指导意

见》 要求企业应利用电子围栏和电子地图等高
科技手段，执行和落实“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
相结合的车辆停放管理要求， 采取在APP端标
注可停放区和禁停区， 设立用车奖惩制度等方
式，积极引导用户文明骑行、规范停放；同时，企
业应建立用户行为规范和信用评价管理制度，
建立管理“黑名单”制度，以引导用户文明规范
用车。目前，ofo小黄车对不文明用车行为，采取
倒扣信用分的机制，一旦用户信用分减至0分，
将不能再骑行； 哈罗单车则对信用分扣至0分
用户实行终生禁骑的管理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