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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通讯员 张敏

近日， 在涟源市渡头塘镇东风村，上
千亩盛开的油菜花吸引了不少游客。

花海中，一个不起眼的帐篷下挤满了游
客。摊主贺铁正忙不迭地收钱卖货。500包以
黄豆为主料的香辣豆渣片， 不到2小时就销
售一空。还有不少游客留下地址和定金。

“12块钱一包，价格不贵，香脆可口。”
市民张宇拿着刚买的豆渣片边吃边说。
“最开始， 还担心我做的这些老味道不受

欢迎，没想到生意火爆，传统小吃还是很
有市场的。”贺铁说。

贺铁今年32岁， 大学通信专业毕业，
曾参与上海世博会的通信建设，并且担任
几个场馆和片区的设计管理。原本打算留
在大城市的他， 却因为一款家乡特产，毅
然辞掉工作， 回到了老家涟源市桥头河
镇，放下电脑，拿起厨具，做起了当地特
产———豆渣片。

“父母做豆渣片把我拉扯大，助我读
书成才， 我对豆渣片总有一种特殊的情

感。”贺铁说，“如果外出，祖辈留下的老味
道就面临着失传的困境。想了很久，还是
决定回家接过这门手艺。”

贺铁的决定没有得到家里人的理解。
面对父母和亲属的质疑，他依然坚守自己
的信念：“老味道不能丢，相信我一定能做
出点名堂。”

此后，贺铁开始专心研究家乡美食，各
式各样的家乡特产都会研究个透彻。 除了
传承传统手艺外，他努力融入其他元素。经
过一番潜心研究， 贺铁在豆渣片原有的配

方上加入了花生、芝麻等杂粮，并大胆设计
新包装、引进现代化的机械。去年6月，贺铁
的香辣豆渣片赢得了“娄底十大特色小吃”
称号。一位评委更是高度评价：“味道香脆、
包装独特，老口味成了新名片。”

从去年12月开始推广豆渣片到现在，
4个月的时间，贺铁的豆渣片销量突破了
3万包，销售额达32万元，今年春节期间更
是供不应求。如今，贺铁还主动联系当地电
商，让传统美食搭上了网络销售的顺风车，
销售到了长沙、深圳、广州、云南等地。

“我希望能把豆渣片做成品牌特产，
并推介出去，带动家乡发展。”贺铁说，“我
也会一直坚持用好料、用心做，让更多人
吃到好吃又健康的地道桥头河豆渣片。”

湖南日报记者 杨军 通讯员 夏艳辉

“这是925件加工好的校服。”4月23日，
在益阳市赫山区欧江岔镇东团村，薛建辉
指着一箱准备运走的服装对记者说。

东团村为省级贫困村， 村民以打工、
种植传统农作物为收入来源，现在村里还
有贫困户175人。 薛建辉是赫山区总工会
干部， 担任驻东团村扶贫工作队队长，兼
任村党支部第一书记。他还有一个特殊身
份：湖南凯特密欧服饰公司东团村第一分

厂厂长。
赫山区委宣传部、区总工会作为东团

村联系单位，针对村里实际，推动赫山龙
岭工业集中区湖南凯特密欧服饰公司在
东团村设立分厂。

“分厂是去年7月28日挂牌的。”48岁
的贫困户宋立英说，她家离工厂只有几百
米远，厂子开工后她就在厂里做事，半年
赚了8000多元，中间还休息了近1个月。她
的丈夫和小孩患有疾病，她在家门口打工
可以照顾家里。

分厂并不大，100多平方米的面积，由
原来的老村部改建而成， 但里面缝纫、熨
烫等设备齐全。薛建辉说，分厂主要是为
凯特密欧服饰公司做校服和童装，工人报
酬为计件制，上班时间相对灵活。

湖南凯特密欧服饰公司东团村第
一分厂在开业前，先后分两批组织村里
15名贫困村民到湖南凯特密欧服饰公
司进行了一个月免费技能培训。村支书
张四军说，这15人都是村里妇女，平均
年龄45岁，文化程度较低，在外面不好

找事做。
从沅陵县嫁到东团村的汤玉华，丈夫

在外打零工，公公瘫痪在床，两个小孩在
上学。她刚开始到厂里做事不熟练，家里
事又多，一个月只能赚三四百元。随着技
术熟练起来， 现在一个月能赚1000多元
了。她说：“比在外面打工强多了，关键是
能照顾家人。”

目前，15名贫困村民人均月收入有
1400元左右。东团村已成为赫山区“一户
培养一产业工人”的示范基地。

特色产业
成脱贫利器
湖南日报4月25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陈应时 郭孚盛）“清明以来，我们
合作社每天能采摘茶叶250公斤左右，加
工后部分自销， 其他发给各地经销商。”4月
中旬，桂东县桥头乡桥园春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陈英剑介绍，春茶采摘以来，加入合
作社的22户贫困户每户分红3000多元。

在桂东县，越来越多的人靠种茶脱贫
致富。目前，全县种植茶叶13.8万亩，年产
茶3800多吨、销售收入3亿余元，茶业从业
人员2.3万人， 直接带动贫困户3382户增
收，茶业成为当地脱贫致富特色产业。

近年来，桂东县把发展特色产业与精
准扶贫深度融合， 帮助贫困群众稳定脱
贫。除了茶叶，该县还立足当地实际，大力
发展药材、 高山禾花鱼等特色种养业，覆
盖了全县99%的贫困户。去年，种药材与养
殖高山禾花鱼， 就让1.77万户贫困户户均
增收3700元以上。

桂东县还利用当地良好生态，大力发展
旅游产业，制定了旅游扶贫专项规划，将全
县113个村（社区）的旅游资源进行整合，打
好“红色旅游”“生态旅游”牌，引导贫困群众
生产销售旅游商品、开办农家乐等。目前，全
县已建成农家养生休闲避暑点306个。

为推动特色产业发展，桂东县抢抓全
省第一批省级金融产业扶贫试点机遇，出
台了产业扶贫风险补偿、 贷款贴息等政
策。截至目前，全县已累计为3519户贫困
户发放扶贫信用贷款1.76亿元， 扶持他们
发展特色产业。

� � � � 湖南日报4月25日讯 （记者 雷鸿涛
通讯员 汤惠芳 姜涵忆 丁泉）4月23日，
家住中方县城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
的搬迁户杨茂兰，按时来到新公司上班。
从农民变成了一名工人， 她说：“感谢政
府帮忙，有了工作我就能安心生活了。”

今年3月以来， 中方县组织党员干
部，开展“新春下基层、清零促脱贫”走访
活动。党政主要领导沉入一线，既当“指
挥员”又当“攻坚手”，带头耕好“责任
田”，瞄准贫困群众“两不愁三保障”，聚

焦贫困家庭“三明白一清爽”（明白人、明
白卡、明白账，屋里屋外干干净净、清清
爽爽），推动脱贫摘帽问题全面“清零”。3
月底，通过走访慰问，县领导了解易地扶
贫搬迁户有就业需求， 于是在中方县人
才市场组织专场招聘会， 提供岗位2800
个，杨茂兰的工作就是在这里找到的。

走访期间，中方县领导带头，驻村、
夜访、入联系点蹲点，帮助群众解决实际
困难。县里还派出12支督导组，对乡镇已
交办问题和自查问题整改情况、27个重

点管理村管理情况、“四支队伍” 到岗到
位情况等进行实地督查。

自2014年以来， 中方县举全县之力
向“绝对贫困”发起“总攻”，派出4800多名
干部战斗在脱贫攻坚一线。目前，产业扶
贫、 教育扶贫等七大扶贫工程全面实施，
农村道路建设、安全饮水建设、危房改造
等顺利推进， 有效解决了贫困群众住房、
教育、 医疗、 产业发展等问题。2014年至
2017年，全县累计减贫11477户41447人，
综合贫困发生率降至0.77%。

一季度我省太阳能电池
出口额增长逾百倍
新兴市场需求旺盛， 近八成

出口至摩洛哥
湖南日报4月25日讯（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庞德军）

新兴市场的开发， 为我省太阳能电池出口提供支撑。
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湖南省累计出口太阳能电
池47.7万个，比去年同期增加149倍；价值1.3亿元，增
长135.7倍；出口平均价格为270元/个，下降8.8%。

自去年5月以来，我省太阳能电池出口明显回暖，
但量增价跌的趋势较为显著。海关认为，新兴市场是
全球光伏新增装机的主要动力之一，也成为湖南省太
阳能电池出口的主要方向。据了解，2015年，中国电建
集团签订摩洛哥努奥二期和三期太阳能聚热发电独
立电站项目EPC合同，建成后这个太阳能发电园将成
为世界最大规模的太阳能聚热电站项目。 今年一季
度，湖南省对摩洛哥出口太阳能电池1亿元，占同期湖
南省太阳能电池出口总量的79.6%。

海关提醒，目前光伏行业面临价格压力，光伏产
业链环节的扩张仍在继续，但国际、国内的市场需求
将放缓，组件企业面临较大的价格压力，净利润将
持续下滑。建议光伏企业加速拓展新兴市场，通过
海外投资设厂、海外企业并购等方式，加快“走出去”
步伐。

湖南日报4月25日讯（通讯员 黄罗丹
孙晨晖 记者 刘银艳）4月24日上午，2018
年湖南（德国）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德国汉
诺威工业博览会展馆内举行。

会上重点推介了常德德国工业园，促
成了双方的友好交流和一批项目合作。省
贸促会与德国工商大会广州代表处签订
双方企业数据信息合作协议，与德国中小

企业联合会中国区、德国梅前州德国工商
大会等机构签订友好合作协议；常德经开
区管委会与德国艾菲尔德技术有限公司
签订项目入园协议，项目总投资2亿元；常
德天马电器公司与法国施耐德公司签订
合作协议，投资金额4亿元；岳阳美好建筑
装配科技有限公司与德国艾巴维成套设
备技术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并与汨罗产业

园签订项目入园合同，总投资10亿元。
近年来，湖南与德国的交流合作深入

发展，德国已成为湖南在欧洲第一大贸易
伙伴。德国在湘投资项目126个，实际到位
外资22.2亿美元，大众、博世、西门子等德
国名企已在湖南投资并蓬勃发展。三一重
工、中联重科、时代新材等湖南企业也在
德国投资。湖南已与黑森州、萨尔州缔结

友好关系，湖南常德与汉诺威成为中德友
好城市，湖南已开通直飞法兰克福航线和
直达杜伊斯堡和汉堡的湘欧快线。

湖南希望通过洽谈交流， 与德国在智能
制造、工程机械、轨道交通、汽车制造等领域
加强产业技术合作； 还希望加强经贸金融合
作、旅游环保合作，推动友好城市往来。

此次洽谈会由省贸促会牵头承办，参
展参会企业57家，共设45个展位，展出面
积405.7平方米， 是近年来我省参加汉诺
威工业博览会规模最大的一次。

全国首届工业APP大赛
在长沙启动

获奖者最高可得100万元奖金
湖南日报4月25日讯（记者 黄利飞 通讯员 谢金萍）

今天，全国首届工业APP大赛在长沙三一重工产业园
启动。大赛以“根云杯”命名，面向企业、团队及个人公
开征集基于物联网的新型工业APP或算法模型，主题
是“根植中国·云上制造”。

赛事由长沙市人民政府、 树根互联技术有限公
司、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和长沙智能研究总院联合主
办，旨在响应《中国制造2025》战略，繁荣新型工业
APP，推动构建工业互联网生态，助力中国工业智能
制造。

树根互联CEO贺东东表示，目前消费类APP的开
发已经如火如荼，而工业类APP的开发关注度相对较
低，希望借助这次比赛让更多的技术团队参与到工业
APP的开发中来。

此次大赛分为5个阶段，赛程约6个月。其中，4月
25日至6月底报名，7月提交初赛作品，8月专家组初选
出最优秀的60个作品，9月至10月进行市场验证，10月
15日进行决赛和颁奖。 获奖者能拿到10万元至100万
元的丰厚奖金，还可获得丰富的工业、营销等资源的
额外支持。

“扶贫工厂”建在家门口

“走访督导”帮扶在基层

贺铁：儿时豆渣片 香脆今更浓

“扶贫车间”
助脱贫
4月25日， 通道侗族

自治县冬香蛋鸡合作社养
殖场， 工商局工作人员在
了解“扶贫车间”的生产经
营情况。今年来，该县汇聚
社会各界力量， 强化政策
和服务保障，创建了“养殖
车间”“种植车间”“加工
车间”等多种“扶贫车间”
模式，带动了1400多名贫
困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
业， 助推了帮扶对象的增
收脱贫。

刘强 摄

湖南（德国）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德举行
长沙地铁出于安全考虑

乘扶梯不再提倡
“左行右立”

湖南日报4月25日讯（记者 陈淦璋）乘自动扶梯
是否应“左行右立”（即“左边急行、右边站立”），这是
文明还是隐患？ 记者今天从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获
悉，长沙地铁将不再提倡“左行右立”搭乘自动扶梯，
这一搭乘方式使自动扶梯受力不均， 容易引发安全
隐患。

按以往的国际惯例和文明礼仪， 乘客搭乘自动扶
梯时往往靠右站立， 给赶时间的乘客留下左侧行走空
间。但近些年，香港、上海、广州等城市地铁，出于安全
考虑，已经不再提倡这一行为。

长沙地铁门梯专业工程师介绍， 根据国内地铁行
业自动扶梯维修保养的监测数据发现， 约95%的扶梯
右侧梯级链明显比左侧磨损严重，导致梯级轻微倾斜，
梯级两侧挡板及梳齿板磨损加剧，扶梯故障增多。究其
原因，“左行右立”这一搭乘方式，会导致扶梯局部部件
承受过多的疲劳冲击，缩短设备寿命。

长沙地铁特别提醒， 自动扶梯的梯级高度一般为
21厘米左右，公共场所楼梯台阶高度一般为15厘米左
右，乘客在自动扶梯上行走，容易踏空或被绊倒；赶时
间的乘客，选择从普通楼梯通行比较稳妥。长沙地铁同
时建议，乘客搭乘自动扶梯时，请勿携带大件行李及超
长物品，若有需求请搭乘专用电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