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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声在线记者 马灿

“养竹狸确实是个脱贫致富的好项目，
我们把一只竹狸养到2公斤重， 成本只要
35元，但可以卖到200多元，有赚头呢。”6
月18日，记者一行来到花垣县民乐镇坝务
村金勇竹狸养殖农场， 场主石金勇饶有兴
致地介绍起“养狸经”。

今年41岁的石金勇自小有听力残疾，
家境贫穷，15岁就早早步入了社会。由于文
化程度低， 他只能从事一些简单的重体力
活，且收入低，一干就是20多年。

2017年，他在上海一建筑工地打工时
又不幸造成左腿骨盖破损，不得已，只能回
家务农。 一家人的生活支出让石金勇举步
维艰，他一度对生活失去了信心。

转机出现在去年初。 石金勇听说县里
一家龙头企业利用本村丰富的山林、 竹林
资源，带领群众发展竹狸产业，很有市场。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在驻村扶贫工作队和
湘西金利丰公司的帮扶下，他领到了35对
竹狸种苗，开始进行试养。

万事开头难，石金勇是个“门外汉”，不懂
养殖技术，走过一些弯路。湘西金利丰公司得
知，邀请养殖专家为石金勇提供免费培训、技
术指导，还主动以每公斤100元收购他家养殖
的竹狸。有了这些支持，石金勇撸起袖子加油
干，养殖规模从最初35对发展到100来对。

初尝甜头的石金勇决定扩大养殖规
模。为了给这些竹狸安个舒适的“家”，去年
5月，石金勇自筹资金建起了竹狸养殖家庭

农场，购置新设备，养殖规模越做越大。走
进石金勇的养殖场房内， 井然有序的竹狸
“宿舍”，完备的通风设施，标准化的养殖通
道映入眼前。“窸窸窣窣，咯咯吱吱……”发
出声音的，正是一只只圆滚滚、爱吃竹子的
竹狸，“察觉”到有人走近，竹狸立刻放下手
中的竹子，直直站立“卖萌”。

石金勇说，竹狸因吃竹而得名，不容易
得病，技术简单，养护成本低，属于那种基
本上放养不用管的类型。它体大肉多，味道
鲜美，营养丰富，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和药用
价值，在市场上供不应求，自己养的竹狸大
多数都不在本地销售， 尚未出栏就已被广
东、广西、福建等地的客户提前订购。养竹
狸最明显的优势就是管理便捷、回报快、效
益高，他现已养了400对竹狸，每天只需按
时喂食，再巡视一遍，就可以放心去做别的
事情，养起来很轻松。

记者了解到， 一只竹狸从出生到养成
需要半年， 母竹狸下一窝幼崽平均2至4
个，一年可产3至4胎，出栏竹狸大约三四
公斤重，市场批发价约100元/公斤，养殖
一年就能回本。“按去年行情， 今年保守收
入将达到15万元左右。”对于养竹狸让自己
脱贫致富，石金勇信心十足，干劲也更足。

养竹狸、下金崽、利滚利。在当地种养
已小有名气并成功脱贫的石金勇未曾忘记
当初贫困的岁月， 他把过硬的养殖技术和
成功经验传递给自己的兄弟和其他乡亲，
协助他们办起了竹狸养殖场， 带领他们共
同走上致富路。

湖南日报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阳望春

“长袖飞花四海馨，残肢犹有巧心灵。身
坐轮椅驱贫困，苗岭谁不赞淑亭。”最近，这首
由城步苗族自治县茅坪中学退休教师戴训德
写的诗，经当地“诗联协会”微信群发布，在苗
乡大地广为流传。

诗中赞叹的“淑亭”，是一位叫杨淑亭的
高位截瘫女孩。她以伤残之躯，相继创办城步
万红花卉种植专业合作社、 湖南七七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共安排60多名残疾人就业，带动
700多户农户增收、220多户贫困户脱贫。她被
评为全国自强助残模范、湖南最美扶贫人物、
湖南向上向善好青年，其公司也被评为“全国
残疾人之家”。

6月24日，记者来到苗乡，探寻28岁的杨
淑亭不向命运低头、艰苦创业、用心用情助力
脱贫攻坚的足迹。

“做玫瑰花般娇艳的女子”
杨淑亭是城步白毛坪镇歌舞村人。 接受

采访时，她一脸笑容。20岁那年，在武岗市一
家私立医院做护士的杨淑亭遭遇车祸， 造成
胸部以下高位截瘫。为了给她治疗，家里欠下
30多万元债务。

“回到老家,她全身不能动，连自杀的能力
都没有！” 躺在家里一间黑黑的小木屋里，杨

淑亭经常陷入悲痛之中。 在亲人开导和朋友
关怀下，杨淑亭逐渐走出阴霾。

2012年10月，在闺蜜帮助下，杨淑亭做淘
宝客服和游戏代练，一个月赚了7.7元。这笔微
不足道的收入，点燃了她生活的勇气。她在日
记中写道：“我要做玫瑰花般娇艳的女子，磨
出仙人掌般的坚强。”

从此，杨淑亭挺着还留有2块钢板和9颗钢
钉的背部，忍受着并发症折磨，做淘宝客服、开
网店，忙得不亦乐乎。2014年，她见仿真花在国
内外市场热销，便和残疾人朋友开了一家仿真
花工艺品淘宝店。这年，她赚了40多万元，帮家
里还清了债务，并让全家实现了脱贫。

看到仿真花畅销市场， 杨淑亭的信心越
来越足。2015年，她创办城步万红花卉种植专
业合作社，由卖仿真花转向专业生产仿真花。
与周边200多户贫困家庭签订合作协议书，为
他们提供仿真花卉半成品， 农户在家里进行
手工组装，合作社再回收销售。

“要带动更多的贫困户脱贫”
“我经常要带老婆看病，要不是杨总的七

七科技公司， 像我这样没有固定时间上班的
人，哪里能找到工作谋生？”在湖南七七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记者碰到刚带妻子
去医院做完透析、赶回上班的彭石成。说起自
己的工作，彭石成对杨淑亭感激不尽。

彭石成家住儒林镇塔溪村， 妻子患尿毒
症，孩子正在上学，家里刚种的几亩果木还没有
获益。杨淑亭考虑到他的特殊情况，将其聘用为
公司员工，安排时间灵活的下料工作，每月保底
工资2000元，让他工作和照顾家人两不误。

2016年11月，杨淑亭“走”出大山，在县城
工业园区创办了湖南七七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取名“七七”，是为了纪念最初上网赚的7.7
元钱，提醒自己不忘当年创业艰辛。她说：“我
创办公司、 扩大生产不是为了自己赚更多的
钱，我想尽力帮助更多贫困户。”

2017年， 杨淑亭的公司运用国家扶贫小
额信贷资金200万元，对口帮扶建档立卡贫困
户40户共148人，每户当年分红5000余元。现
在，七七科技公司安排了50多人就业，其中建
档立卡贫困群众9人、残疾人4人。杨淑亭还在
儒林镇、兰蓉乡和白毛坪镇，开设3个扶贫车
间，设置22个花卉组装代理点，帮助600余人
在家门口就业，其中残疾人57人。

今年63岁的杨万胜与杨淑亭同村，8年前
因病丧失部分劳动能力，碍于面子，他一直不
愿从事花卉组装。“做一点算一点， 多少会有
一点。”在杨淑亭多次劝说下，杨万胜在家组
装花卉，每月收入1000多元。

“我一定抱着感恩的心，不忘初心，砥砺前
行。”今年5月，参加第六次全国自强模范暨助残
先进表彰大会后，杨淑亭在微信朋友圈这样说。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见习记者 马翔

满满一车垃圾被“吃进肚子”后，废渣
被压成饼状， 污水以普通池塘水的标准排
出， 而腐臭气体在通过物理过滤、 化学溶
解、生物降解等流程后，实现无臭排放。

6月25日，在娄底市五江建材城，一座
红瓦白墙的钢结构建筑引来市民啧啧称
奇：“远看是座小洋楼， 近看原来是个垃圾
站。”

作为全国首台智能环保垃圾中转站，
这台样机占地仅17平方米， 却能一次性储
存、压缩6.4立方米的生活垃圾，相较于传
统处理方式，费用节约一半，人力投入降低
至原来的二十分之一。不仅造型美观，而且
四周不再臭气熏天、污水横流，空气中也没
有以往的异味。

智能环保垃圾中转站的发明者彭益
民，是个执拗人。正在演示设备的他，探出
脑袋一本正经地对记者说：“在垃圾堆边住
了10来年，与垃圾也较劲了10来年。”

家住娄底涟钢的彭益民是个“小生意
人”，一直从事建材生意，在娄底城区有大
大小小好几家门店，日子过得滋润，收入也
还不错。

2008年的一天，彭益民的平静日子被
打破。房屋周边的垃圾中转站投入运行，每
天各种垃圾在这里集散，污水横流、臭气熏
天，居民们“唯恐避之不及”，住在“垃圾堆”
旁的彭益民更是叫苦不迭：“家里都是垃圾
的味道！”

“没办法，垃圾中转站放哪都不欢迎，
也不可能移开， 但工艺应该可以改良。”带
着这个想法， 没有相关经验和技能知识的
彭益民，向性能差、成本高的传统处理方式
发起“挑战”，开始尝试发明。

没有专业知识， 他买来书籍“临阵磨
枪”；不会制图，他用三角板、尺子和铅笔慢
慢琢磨，光图纸就用了好几箱；缺少特殊配
件，他便辗转浙江、上海、广州等地订购。

2014年，耗时5年多，彭益民凭着一股
韧劲打造的第一台智能环保垃圾中转站样

机终于制作完工。 样机成功实现了垃圾自
动上料、仓满自动报警、垃圾自动装车等一
系列功能。

正当他满怀信心， 准备将产品推向市
场时， 受邀前来观摩的行业专家却给他泼
了一盆“冷水”：“没有压缩功能，不能节省
转运费；污水没处理、臭气易散发，仍会造
成污染；虽有创新，但依然不具备市场竞争
力。”

面对专家的质疑， 彭益民再也坚持不
住，他病倒了。

“‘杠上’垃圾这么多年，就此放弃吗？”
躺在病床上，他重新整理思路，査阅国内外
垃圾中转站及其运转模式，并逐一分析。同
时，他不顾家人反对，关闭了建材店，一门
心思“搞研究”。

“就是要和垃圾‘战斗’到底。”2016
年，彭益民决定放手一搏。他利用仅有的积
蓄， 注册成立了湖南绿意华美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 再次开启了智能环保垃圾中转站
的研发。

经过3年探索和反复实践，彭益民发明
了导向轨道代替原有的链条方式， 并利用
双向四缸代替原有的单缸压缩； 将基建式
建设，改为组装式建设，解决了开挖土地、
占地较大、选址困难、人工操作等问题。

与此同时， 彭益民还配套开发了物联
网信息技术， 能远程监控垃圾站的运行情
况，垃圾仓满时可自动运转，整个运行过程
不需要人工操作，全智能自动化运行。

2019年，第三代LHYM智能环保垃圾
中转站一上市，很快得到了市场的认可，还
被省经信委认定为“全国首台套重大技术
装备产品”。彭益民说：“准备建设年产500
套的生产线， 把智能化垃圾处理方式向全
国推广。”

一路走来，从“不通机械和程序原理”的
门外汉， 成长为一名拥有3项发明专利、8项
实用新型专利的“土专家”，彭益民执拗地坚
守着自己的梦想。今年51岁的他，为自己立
下了一个小目标：“要和垃圾‘杠’到底，继续
更新技术，向全国推广智能化垃圾处理。”

情牵湘土地
———湖南人才在乡村 杨淑亭：身坐轮椅驱贫困

记者在扶贫一线

竹狸“啃”出致富路

爱国情 奋斗者
彭益民：执拗人“杠上”垃圾

湖南日报6月26日讯（ 记者 左丹 通讯
员 蔡颂 黄林键）今天上午，湖南师范大学
首届校园开放日暨高招咨询会举行。全国70
余所高校招生教师、湖南师范大学相关部门
负责人面对面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咨询。

当日，湖南师大校史馆、图书馆、运动场
馆、食堂、宿舍楼、生物标本馆及相关学院教
学楼、资料室、实验室面对各高校、广大考生
和家长全面开放，展示了学
校“倚麓山云气，敞湘水胸
怀”包容并蓄的校园文化和
舒适便捷的环境设施，各学
院重点介绍了本学院的学
科建设、特色专业、师资力
量、培养模式、就业实习等
情况，本科生招生办公室集
中解答了考生和家长提出
的志愿填报、 招生政策、招
生计划等问题。

北京大学、浙江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等70余所国

内高校亦参展宣传，设点咨询，为湖南考生
全面了解各大学专业特色、招生政策、科学
填报志愿搭建了服务平台。

此次校园开放日活动， 使考生们不需
各地“赶场子”，就能“一站式”了解多所高
校的报考及招生政策， 受到考生和家长的
热烈欢迎，当天共吸引了3000余名考生和
家长前来现场咨询。

70余所高校招生老师与考生面对面
湖南师大举行首届校园开放日活动

湖南日报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罗江帆

6月26日，中建五局参与投资建设的长沙
地铁4号线试运行1个月，4号线提前1年通车，
创造了国内核心城区地铁建设新速度。 作为
驻湘央企， 中建五局坚持以湖南为投资建设
主战场，在湘投资总额近1000亿元。

中建五局只是众多央企在湘共赢发展的
一个缩影。至2018年底，湖南共与72户央企开
展合作，与60户央企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涉及
项目640余个，涉及投资总额超万亿元，这是
湖南与央企共生崛起的佐证。

近年，我省立足加快科学发展，主动加强
与中央企业的对接合作， 相继建成了一批资
金密集、 技术先进、 带动力强的重大示范项
目， 打造培育了一批旗舰型企业和战略性新
兴产业， 涌现出了一批享誉国内外的重大自
主创新成果， 为全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注入了新的活力和持续动能。

发展环境日益优化，央企入湘
步伐加快

“从2011年开园百余家企业注册，到目前
累计孵化培育企业4000余家， 其中驻园办公
企业300余家，中电软件园实现年产值规模超
360亿元。 ”6月21日，长沙中电软件园负责人
介绍，园区通过央企重大项目带动，培育了映
客、安克创新、北云科技等一批细分行业“独
角兽”企业，形成了“央企搭台、湘军唱戏，培
育电子信息产业新湘军”的良好局面。

中电软件园是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
（简称“中国电子”）和湖南省、长沙市携手共
建的国家级软件产业基地，是湖南省、长沙市
发展电子信息产业的重要载体， 其蓬勃发展
带动了湖南电子信息产业及其关联产业发
展。

湖南是最先提出与央企对接的省份之
一， 也是第一个在国务院国资委网站开通投
资网页的省。 省委、省政府一直将其作为一项
重大战略举措来推进，省委书记、省长、分管
省领导等亲力亲为，拜会有关部门，走访中央
企业，出席重大项目签约仪式，召开专题会议
研究解决重大问题； 省直相关部门强力推进
央企对接合作，积极主动搞好对接服务；坚持

市场运作、互利共赢原则，促成一个个对接项
目在湘开花结果。

各中央企业加快同湖南的对接速度，扩
大投资规模， 走出了一条央企和地方遵循市
场规律、加强合作、互利共赢的路子。

中国中车、中航工业、中国电科、航天科
技、兵器工业等央企的落地，孕育出轨道交通
装备制造千亿产业集群， 打造了长株潭航空
城、湖南航天城等新兴产业园区、中航科工湖
南麓谷航天产业园、 中国航天建筑工业化湖
南示范基地等项目。

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在湘建
设“十大信息化工程”和通信基础设施项目，
全面加快我省信息化进程。

中国建筑、中国中铁、中国水电等央企，
建设一批轨道交通、高速公路、城市隧道、水
电水利项目， 加快了我省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建设。

中核、国家电网、大唐、华电、国电投等央
企投资新建一批电力项目， 增强了我省能源
保障能力。

中石油、 中石化大力支持“气化湖南工
程” 建设， 促进天然气输配网络覆盖三湘四
水。

湖南全力服务和支持入湘央企， 为央企
在湘项目当好“保姆”，促央企在湖南强筋壮
骨、做强做优做大；坚持将中央企业签约项目
列为省市重点工程，从强化政策扶持、健全服
务体系、优化投资环境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
为驻湘央企营造良好的经营发展环境。

中建五局党委书记、 董事长田卫国深有
体会：“作为驻湘央企， 中建五局的高速增长
离不开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 湖南良好的发
展环境功不可没！ ”

央企也敏锐地捕捉到湖南发展的巨大潜
力，充分发挥人才、技术、资金和管理等方面
的优势，与湖南形成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共
同发展的良性格局。

央企入湘还产生了投资“洼地效应”，国
家电网、中国建筑、中国五矿等中央企业在已
建项目基础上，不断增加投资。

推动省属国企改革，促进产业
优化升级

央企的优势得天独厚， 一个企业的入驻
往往能带动一个产业的发展， 但央企入湘给
湖南带来的改变远不止如此。

借力央企，推动省属国企改革发展，坚持
以引进增量、提升存量为重点，大力推进省属

国企股权多元化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引进
中国五矿、中国建材、中国中化等央企参与省
属国企重组整合， 一批省属国企加快改革脱
困步伐，重新焕发出生机与活力。

以实施大公司大集团战略为重点， 引导
优势骨干企业采取产业链对接、 股权交叉投
资、技术合作和新建项目等方式，通过并购扩
张、资产重组等途径，积极与中船集团、中国
诚通、中粮集团等央企开展战略合作，促进资
源整合，实现优势互补，加快省属国企的主业
发展。

省属国企借助央企海外资源和平台，“借
船出海”跟着央企征战国际市场，提升参与国
际竞争的能力。 湖南建工集团、湖南路桥集团
利用中国建筑、 中国交建等央企的海外市场
优势，承接了大批海外业务。

在引进央企参与湖南国企改革过程中，湖
南始终做到将企业不良资产剥离及历史遗留问
题解决后再与中央企业对接， 不把包袱甩给央
企。

我省在与央企对接合作方式上， 注重资
金对接与产业对接、技术对接、智力对接相结
合， 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层次的提
升。 引进中国建材、中国中材等央企，累计实
施和完成技改、扩建、新建项目20余个，淘汰
了一批落后产能，提升了产业发展水平。

由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与省属国企湘
投控股携手合作， 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组建的
五凌电力有限公司，积极发展新能源，形成了
水电为主、“水火”互补、“风光”并举的发展格
局，发展成湖南省最大的清洁能源企业。

“央企省企携手，发挥各自优势，推进企业
快速发展，五凌电力是央企湘企合作的典范。 ”
五凌电力有限公司董事长姚小彦表示。

2017年12月，由湖南轨道交通控股集团
联合中国中铁、中国通号、中车株机，以及湖
南交水建集团、湖南磁浮股份公司联合组建
的湖南磁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长沙成立。
这家由央企省企强强联合组建的公司，以技
术和全产业链服务为核心竞争力，加快磁浮
技术的产业化。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48研究所积极融入
湖南工业新兴产业链， 牵头我省新能源装备
产业链，参与人工智能及传感器产业链，着力
打造集成电路成套装备国产化集成验证平
台，推动集成电路装备创新资源在湖南集聚、
发展。

央企入湘，加速了我省经济转型升级；合
作共赢，双方收获了“真金白银”。

央企入湘，湖南经济借梯登高
———我省积极加强与央企对接合作综述

6月26日上午，长
沙县三一工业城体育
馆， 志愿者在进行禁
毒宣誓。 当天是国际
禁毒日， 长沙市举办
以“健康人生，绿色无
毒” 为主题的百万市
民禁毒签名仪式，提
升全民主动参与禁毒
的意识。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健康人生
绿色无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