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月2日讯（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胡建新 杨翼）公安交警部门和
保险机构携手开展的“警保联动”服务
模式，加快向全省推广。2019年12月31
日，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与中华联合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签订

“警保联动”战略合作协议，推动保险机
构人员协助参与农村交通安全管理，扩
大农村交通管理便民服务范围。

“警保联动”是深化“放管服”改革
的一项创新举措。该模式大力推行保险
服务网点参与部分交通管理业务代办，
织密覆盖城乡的交通管理便民服务网
络。整合公安交管部门和保险机构的资
源，推动农村交通安全管事率和农村地
区机动车投保率“双提升”。为群众提供
快捷的交通事故快处快赔服务，着力解
决“小事故”引发“大拥堵”“小赔付”带

来“大烦琐”的突出问题。
中华财险湖南分公司总经理李友

意介绍，依托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
台，该公司在其营业网点设立“中华财
险交通管理服务站”，组建以保险理赔
员、保险业务员、保险公司“三农”网点
服务人员为主体的农村交通安全“警保
联动”协理员队伍。未来将在代办交管
业务、农村交通安全管理、“警保联动”

路巡、交通事故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
在线理赔、交通安全公益行动、信息共
享等方面与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展开深
入合作。

目前中国人保财险、中国人寿财
险、阳光财险等在湘保险机构已与省公
安厅交通警察总队携手推进“警保联
动”，为群众提供便捷高效的交通管理、
车险理赔等服务。

湖南“警保联动”再添新力量
公安交警部门和保险机构携手提供便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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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 1 月 2 日讯（通讯员
姚红 记者 奉永成）“ 新 年 第 一 天 ，
就 给 我 们 发 放 了 1.1 亿 元 贷 款 。”今
天 ，绥 宁 宝 鼎 山 项 目 负 责 人 在 接 受

记 者 采 访 时 说 ，农 行 邵 阳 分 行 的 贷
款 像“ 及 时 雨 ”，缓 解 了 公 司 资 金 短
缺难题。

新年伊始，农行邵阳分行目标明

确：加大贷款投放力度，为当地经济
发展注入“金融活水”。2020 年元旦当
天，农行邵阳分行就为当地企业、单
位投放贷款 3.52 亿元，支持当地经济

发展。
据了解，去年该行针对企业资金

需求特点，创新推出了方便快捷的“纳
税 e 贷”“抵押 e 贷”“微捷贷”等线上产
品，有效缓解了企业融资难题；同时，针
对地方特色产业，以“惠农 e 贷”系列产
品为重点，创新推出养老贷、烟商贷、脐
橙贷、提子贷等 16 个特色产品，众多农
户因此受益。

农行邵阳分行服务当地经济发展

新年第一天投放贷款3.52亿元

湖南日报记者 唐曦 通讯员 唐兰荣

名片
王子豪，男，1991年生，获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会计、运营

管理双学位学士，并取得美国注册会计师资质。高学历的他放
弃“白领”人生，2019年初归国返乡当起“养牛郎”，以自身所见
所学助力家乡农业发展。

故事
1 月 2 日上午，在衡阳市珠晖区东阳渡镇的浩德盛养牛场

里，王子豪正认真指导工人记录牛的饮食和体重情况。
只见半开放式养殖区里，一溜毛色鲜亮的黑色大牛，看上

去足有本地土黄牛两倍高大，脖粗膀阔很是健硕。
“这是从欧洲引进的安格斯牛，肉质鲜嫩，在国外专门用作

高档牛排原料。安格斯牛成年后可长至八九百公斤，出肉率达
40%，一头就有三头本地黄牛收益。”王子豪颇有些自豪地介
绍，他们还将欧洲夏洛莱肉牛与本地黄牛杂交，研发出一种收
益更佳的“专利牛”。

谈起养牛头头是道的王子豪，去年以前还是留学海外、准
备就职美国证券公司的高材生。在他的父母朋友眼中，回乡养
牛实在“大材小用”。

但王子豪却认为：祖国日益强大，农业又是国之根本，重要
性不言而喻，而且国家近年越来越重视农业发展，投身农业必
定大有可为！

拿定主意的他，2019年初归国返乡，接手父亲的养牛场。
王子豪回忆说，刚接手养牛场时，除了存栏的200多头牛，

公司流动资金已“入不敷出”。
原来，浩德盛养牛场为确保牛肉的生态品质，专门种植200

亩鲜草，辅以玉米粉、甘蔗尾等天然饲料投喂，综合成本算下来
比普通养殖高出数倍。

摸准养牛场的“病症”，王子豪决定从控制成本入手“开
方”。

“把鲜草改成普通饲料吧？”有人给王子豪出主意。
“生态养殖是我们的招牌，不但不能‘改’、不能‘减’，还得

做得更好！那这成本怎么省呢？”王子豪犯了难。
经过四处学习和求教，王子豪终于找到解决办法。

“我请畜牧专家为我家牛定制了一份‘营养菜单’，新增了
花生秧、啤酒糟，并用更平价的豆腐渣替换了部分玉米粉，既控
制了成本，又让膳食更加丰富。”王子豪说，他还采用适合丘陵
田地运行的割草机、储存鲜饲料的自动打包机，大大降低人工
成本。

不仅如此，王子豪还从精细化养殖入手，为每头牛都做了
一张耳标“身份证”，上面标明了牛的性别、出生年月、编号以及
母系来源。“牛的成长有‘上限’，长到一定程度后，再多吃饲料
也不会长肉，这个阶段的牛就可以优先安排出栏。”

一年下来，王子豪家养牛场的综合成本下降约 10%。而
且生态肉质的口碑也更加好，牛肉卖到每公斤 140 元，比市
场均价高出四成。浩德盛养牛场也成了衡阳市的农业龙头企
业。

在王子豪看来，即便他没有学过养牛，但是只要善于借鉴
思考，就可以把养牛场做得更好。去年夏天，他就托朋友从国外
农场里“淘”来了新经验——“生物垫床”。

王子豪说，“生物垫床”就是把秸秆、枯树叶、干草等打碎拌
入泥土，铺在牛棚里给牛作“床”，既能避免小牛走路打滑摔倒，
还能保温隔热，最重要的是，它还能像“猫砂”一样，将牛的排泄
物沉淀隔离，抑菌除味。

“‘生物垫床’还会和牛粪产生化学反应，自动发酵分解。”
王子豪说，一个月后，“生物垫床”经发酵就成为顶好的有机肥，
真正实现“变废为宝”。

为保持“生物垫床”的清爽，王子豪还改装了一台翻耕机，
定期对其进行“翻耕”，使其蓬松且更易于分解。

“我们这牛棚现在一点气味没有，到时候还可以让人过来
参观。”王子豪说，为了让自家的生态养牛场进一步扩大名气，
他计划在附近开一个主题农庄，让游客既能现场观牛喂牛，还
能品尝最新鲜的生态牛肉佳肴。

通讯员 向民贵 杨有军
湖南日报记者 奉永成

“置身泸溪县，不忘株洲人；走进株
洲路，永记株洲情。”2019 年 12 月 30
日，记者在泸溪县城散步时，信步踏入
了“株洲大道”。泸溪县的道路为何要用

“株洲”来命名？当地一位姓向的居民用
一句顺口溜讲述了“株洲大道”的来历。

1994年，株洲市对口帮扶泸溪县。
1996年，株洲市援助1300万元将泸溪
县城一条狭窄的道路，扩建为集防洪、
休闲、游览等为一体的城市综合性街

道。为铭记株洲市对泸溪县的帮扶情，
泸溪县将这条道路命名为“株洲大道”。

倾情帮扶，携手奋进。自对口帮扶
以来，株洲市已为泸溪县援助资金近 1
亿元，特别是开展精准扶贫以来，援助
力度逐年加大，目前，已援建了 100 余
个重点项目，“株洲大道”只是其中的一
个缩影。

产业兴，才能拔穷根。两地深入推
进产业合作，签订了《株洲市-泸溪县
产业对接合作协议》，搭建人才交流、信
息共享、技术研发共享平台。泸溪县出
台《株洲-泸溪对口招商引资优惠政

策》，在用地、人才、奖励等方面给予倾
斜，吸引株洲市企业到泸溪县投资兴
业。

2018 年，位于株洲市的湖南先伟
实业来到泸溪县投资兴业，投资2亿元
与泸溪富丽服饰开展合作，吸纳贫困群
众就地就业。泸溪县武溪镇黑塘村、洗
溪镇芭蕉坪村的迷迭香、养殖等产业，
均融入了“株洲元素”。两地在产业合
作、旅游开发等方面展开了全方位、深
层次的合作。

推进劳务协作，促进转移就业。株
洲市发动全市用人单位，为泸溪县贫困

群众提供合适岗位，2019年，通过举办
专场招聘会等渠道，株洲市为泸溪县贫
困群众提供就业岗位 1800 余个，培训
贫困劳动力 194 人（次）。截至目前，株
洲市已帮助 6000 余名泸溪县贫困群
众通过就业实现脱贫。

2019 年 11 月 28 日至 29 日，株洲
市委书记毛腾飞再次来泸溪县进村
入户调研对口帮扶工作。调研中，毛
腾飞表示，当前，泸溪县已到了攻克
贫困最后“堡垒”的关键时期，株洲市
将进一步加大帮扶力度，助力泸溪县
脱贫摘帽。

湖南日报记者 徐德荣
通讯员 李钢彪 郭华 曹莉媛

挽歌低沉，哀思无尽。2019 年 12 月 31
日上午，常宁市殡仪馆内庄严肃穆，数百人
挥泪送别因公殉职的常宁市公安局柏坊派
出所辅警颜文雄。

2019年12月28日上午，颜文雄与4名
同事来到柏坊镇柏坊村通往省道 S569 线
路段，开展交通问题顽瘴痼疾整治行动。10
时 30分许，民警发现一辆由南向北行驶的
面包车涉嫌超员（后查证该车核载 7 人、实
载 10人），民警当即示意要求停车检查。在
接受检查的过程中，面包车突然加速逃离，
将正在协助民警工作的颜文雄挂倒并从其
身上碾过，颜文雄不幸因公殉职。

“晚上出警，他总是以最快的速度带好
装备，走在前面。”“平时里，每天早上他都
是早早来到单位，打扫办公室内务，清理院
子的卫生。”“加完夜班，他经常最后一个回
家。”回忆起颜文雄的点点滴滴，同事们悲

痛不已。
颜文雄今年 36 岁，是常宁市柏坊镇新

柏村人。2018年12月通过“一村一辅警”考
试，成为常宁市公安局柏坊派出所的一名
辅警。

在同事的记忆里，颜文雄乐观善良、勤
勉敬业，对公安事业充满热爱。

“凡是有任务，颜文雄总是主动要求参
加。”柏坊派出所民警肖君桂回忆，2019 年
8 月 4 日，所里接到线索，柏坊村附近的一
处山上发现有嫌疑人活动的踪迹。这次行
动本来没有安排颜文雄参加，但他主动申
请到山上搜查嫌疑人。山头荆棘密布，衣服
和皮肤都被划烂了，但颜文雄仍通宵达旦
坚守岗位，最终协助民警成功抓获犯罪嫌
疑人。

2019 年 7 月 19 日，一位村民举报，某
村有精神病人拿刀胡乱砍人。几分钟后，颜
文雄随民警赶到现场，发现嫌疑人情绪非
常不稳定。颜文雄配合民警一边安抚精神
病人的情绪一边寻找机会，待精神病人情

绪稍稍稳定，他们勇敢上前夺下了病人手
里的刀，成功解除危险。事后，颜文雄才发
现自己手肘、膝盖多处擦伤，血已经渗透衣
服。

颜文雄平时很爱学习，经常刻苦钻研
业务知识。在公安机关“一标三实”基础信
息采集录入工作中，他深入各村组仔细摸
排，采集房屋信息 1000 余户、核实人口
3000 余人。在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中，他耐
心细致做好调解工作，成功化解了辖区多
起矛盾纠纷。

“颜文雄既没架子又很热情，处理问题
十分及时得当。”柏坊镇新柏村党支部委员
雷美林，说起颜文雄心里满是点赞。

“他是个热心肠，很贴心，为我们做了
太多的好事善事。”说起颜文雄，新柏村的
大爷大妈们都竖起大拇指。

2019 年 12 月 30 日，省公安厅政治部
发出唁电哀悼颜文雄，称赞他是“辅警队伍
中的优秀代表”。

“他塑造了新时代人民辅警的高大形象，
谱写了一曲奉献为民的时代壮歌。”“为了乡
村的安宁，为了正义的事业，他用生命和热血
书就了‘乡村卫士’的大写人生。”……颜文雄
的事迹传开后，连日来在常宁当地的网络上，
网民们点赞不止、倍感惋惜。

湖南日报1月2日讯（记者 黄利飞）来“全国网红城市”长
沙，哪条街上的美食最能挑起你的味蕾？近日，大众点评“必吃
街”落地启动仪式在长沙举行，坡子街、太平街成为全国率先落
地的大众点评“必吃街”。

根据大众点评发布的 2019“必吃榜”榜单，全国 30座城市
共有38条“必吃街”，长沙有两条“必吃街”。

大数据显示，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武汉、南京等16个
抽样城市相比较，长沙 22时之后的消费活力在 16个城市中高
居首位；而且在外地游客吸引力指数维度上，长沙仅次于杭州
位列第二，外地游客已经成为长沙夜间消费的一大主力军。

“坡子街、太平街绝大多数商户的营业时间都会到23时以
后，以‘必吃街’为主体打造夜间餐饮商圈，既能提高本地消费
者的消费黏性，也将进一步帮助五一商圈打开全国知名度，吸
引更多异地旅游消费者前来共享美食狂欢。”大众点评产品总
监黄涛说。

湖南日报1月2日讯（记者 田育才 通
讯员 张慧）1月 2日，记者从张家界荷花国
际机场了解到，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最
后一个航班安全落地，张家界荷花国际机
场 2019 年运送旅客吞吐量达 287 万人次，
同比增长29.9%；航班起降2.5万架次，同比
增长 24.2%；其中国际地区旅客吞吐量 32
万人次，同比增长 95.75%；国际地区航班
3232架次，同比增长 111.66%，全年各项任
务均创历史新高。

张家界机场1994年正式通航，2011年
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开放国际航空口岸，
张家界向世界开启“空中国门”。通航以来，
经历了从“低谷徘徊”到“强势反弹”的 V形
反转，完成了从 T1 到 T2 航站楼的华丽转
身，实现了由单一国内运输到国内国际全
面发展。

2019 年，依托张家界快速发展的旅游
市场，张家界机场积极打造“航空+旅游”
模式，从调整航班结构、优化航线布局、提

高城市通达性等方面发力，增开航班加密
航线，不断完善张家界机场航线网络布
局。目前,运营的国内外航空公司达 23 家，
过夜飞机达4架。其中国际地区航班架次和
旅客增量成最大亮点，全年新开柬埔寨暹
粒、日本大阪、菲律宾马尼拉和韩国首尔、
务安、济州、大邱等航点。目前，张家界机场
航线网络已辐射至国内外53个大、中城市，
其中国内 41 个，国际及地区 12 个。国内航
点覆盖全国 80%以上的省会城市，国际航
点覆盖东亚、南亚、东南亚多个国家。

据统计，张家界荷花国际机场 2019 年
旅客吞吐量同比增幅为 29.9%，客座率达
74.3%，航线品质和经营效益均为同层级机
场翘楚。

王子豪：

“海归”乐当
“养牛郎”

王子豪正在介绍安格斯肉牛的优点。（资料图片）
唐兰荣 摄

长沙“必吃街”
花落坡子街、太平街

泸溪有条“株洲大道”精准扶贫在三湘

湖南日报1月 2日讯（记者 田
育才 通讯员 万毅）记者昨天获悉，
2019 年 12 月 28 日在北京举行的第
六届绿色发展峰会暨《绿色中国典范
案例汇编〔2019〕》发布仪式上，张家
界获评“2019 绿色发展优秀城市”。
这是张家界继获“国家森林城市”“环
境空气质量达标城市”等殊荣后，又
一块生态金字招牌。

此次峰会由新华网主办，主题为
“绿动中国，绿创未来”。

近年来，张家界市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发展理念，
持续发力造林绿化和林业生态建设，
深入开展环境整治“6+1”行动，打
造出一个绿意盎然的世界级旅游城
市，探索出一条森林保护与发展之
路。通过绿化攻坚、绿色通道、水岸绿
化、生态恢复、森林资源保护、宜林荒
山绿化、镇村绿化、林业产业提质、森
林文化建设“九大工程”，倾力建设无
山不绿、和谐宜居、特色鲜明的山水
生态型旅游城市，交出了一份漂亮的

“绿色成绩单”。
截至目前，该市森林覆盖率达到

70.99%，位列全省各市州首位，森林
旅游产值达560亿元，成为全国森林
旅游的示范窗口。27 万多农民从事
以森林旅游为主的旅游产业，成为张
家界绿色发展的参与者、见证者与受
益者。

张家界机场旅客吞吐量创新高
2019年运送旅客吞吐量达287万人次，同比增长29.9%

张家界获评
“2019绿色发展

优秀城市”

用生命书写大写人生
——追记因公殉职的常宁市辅警颜文雄

1月 2日，长沙市湘府路
（河西段）快速化改造工程罗
家嘴立交桥段，机动车在刚开
放的匝道上行驶。罗家嘴立交
桥四个方向分别连接南二环、
西二环、云栖路和潭州大道，
是河西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
该桥原有4条匝道，为苜蓿状
立交，仅能实现部分互通。通
过改建，新建了6条匝道。其
中5条匝道（仅剩南往西匝道
尚未通行）已于日前开放通
行，有效分流缓解二环线交通
压力。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长沙罗家嘴
立交桥部分
匝道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