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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向莉君 通讯员 张雪

走一趟古丈县古阳镇丫角村，着
实不易。

8 月下旬，记者从古丈县城出发，
沿着蜿蜒、拥挤的山间公路，上坡、下
坡，转了一个小时后，再沿着山谷清澈
的溪流行驶，拐过一个个急弯，瞬时，
豁然开朗，丫角村和我们不期而遇。

丫角村是古丈县11个深度贫困村
之一。位置偏僻、毫无产业，是省公安厅
交警总队派驻丫角村扶贫的第一支书唐
建民2018年3月初来时的第一感受。

2017年，凤鸣和丫角两个村合并
成新的丫角村，但村合、心不合。

年轻人外出打工，留在家里的都
是老人小孩，彼此心里不热络，没产
业，整个丫角村依然落寞、贫穷。

扶贫工作队进村后，开始召集村
民开会，准备发展产业。通知发下去
了，但到开会时间，偌大的村委会院坝
里，稀稀拉拉只坐了十几位村民。

“百姓不愿意来，是不相信我们。”
唐建民告诉记者。

为了把人心聚起来，工作队从村
干部和党员开始抓。“你是群众选出来
的，你就得负起责来，把工作做好。”

村主任应乐化现在还对唐建民的
话记忆犹新。

几经努力，党员干部思想齐了，干
劲也来了。

硬化入户路、安装太阳能路灯、修
建蓄水池、建乡村大舞台，工作队还在
国家政策之外，给村里想发展的村民
送鱼苗、送猪仔，对孩子上学及外出打
工车费实行补贴、报销全覆盖。

村民的想法开始变了,时年49岁的贫
困户危心亮，第一个站出来支持工作队。

第二次召开村民大会，开会时间
还未到，村部院坝已经坐满了村民。

提建议、谋发展，结合村里山多地
少、缺乏劳动力的实际情况，最后一致
决定种植中药材和茶叶。

后盾单位投一部分资金，村民认
购一部分股份。2018年6月，村里种植
了520多亩茶叶和540多亩黄精、吴茱
萸等中药材，并成立沁亮养殖专业合
作社，危心亮成了合作社的法人代表。

茶叶、中药材都是长时间才能见
效的产业，为了实现以短养长的目的，
村里发动有发展意愿的村民种植油
菜，养殖山羊、黄牛、蜜蜂等。

从温州回家度假的王远全，打消
了再去温州打工的念头，拿出3万元，

入股了村里的合作社，成了合作社负
责人之一。开了近 20 年货车、42 岁的
村民危建军也回到村里，入股合作社，
负责村里产业的相关运输工作。

“为发展产业,工作队还带我们到
邵阳、龙山、泸溪学习，我现在可以算
是村里的产业技术员了。”说到村里这
几年的变化，危心亮一脸自豪。他养殖
的山羊今年也发展到 100 多只，2019
年年收入6万多元，实现脱贫。

如今，丫角村家家有产业，人人有
收入。2019 年，丫角村集体经济收入
7.5万元，成功摘帽。

傍晚6时许，村里的乡村大舞台开
始热闹起来，忙完一天农活的村民聚
拢起来，跳起欢快的广场舞。村口，忙
于修建农产品加工车间的两台大型挖
机还在隆隆隆的忙碌着。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昌小英
通讯员 呙奕州 曾伟

初秋时节，黄桃金黄，葡萄翠绿。
邵阳市北塔区陈家桥乡李子塘村，被
多彩水果点缀得格外美丽。

李子塘村原是省级贫困村，如今
成了远近闻名的水果村。近年来，该村
主攻脱贫产业，开拓“旅游+销售”模
式，2017年实现整村脱贫。

8月底，记者走进李子塘村。“是来买
葡萄吗？正当时呢！”见有客来，正忙着修
剪葡萄的主人陈艾桂从大棚里探出头
来，热情地挑出一串熟透的葡萄招呼来
客。

陈艾桂原是建档立卡贫困户。

2015 年，该村利用扶贫资金免费帮他
搭建葡萄大棚，提供果苗，他走上产业
致富路。

陈艾桂介绍，村里倡导贫困户发
展产业，成立农业专业合作社，吸纳全
部贫困户入股，免费为13户葡萄种植
户和18户蔬菜种植户翻地、搭建大棚，
提供种子和技术指导。产品上市后，北
塔区农业农村水利局驻村扶贫工作队
帮助打开销售渠道，在市区设置销售
网点，与各小区居民建立农产品销售
微信群，开展送货上门。“线上+线下”
销售模式，促使全村农产品快销，保障
村民稳定增收。目前，陈艾桂家仅葡萄
一项，每年增收1万余元。

“专业合作社种植的黄桃今年也上

市了，尹书记正在算分红咧！”挑起新摘的
葡萄，陈艾桂邀请记者一起到村部找驻村
第一书记尹颖，看看自家能有多少分红。

“1.5 万多公斤黄桃，不到 10 天销
售一空。”村部，尹颖正在计算分红。她
介绍，今年合作社黄桃丰产，销售额达
20余万元。水果上市时，李子塘村依托
北塔区“信息化助农”“网约邵阳”等网
络平台，借助当地媒体及网红宣传，打
开了网络销售渠道。今年，贫困户的分
红可观，陈艾桂家预计有1000多元。

“互联网平台推广，不仅带动农产品
旺销，还促进了乡村旅游发展。”尹颖介
绍，通过搭建网络平台，李子塘村“果甜”

“景美”深得游客好评。目前，该村创新推
出自采自摘的树下交易模式，很火爆。

“才来了五六拨游客，就采摘了三
分之二的葡萄。”陈艾桂告诉记者，游
客不仅入园采摘，还顺便购买他家的
土鸡、土鸭、腊肉等农货。

尹颖介绍，李子塘依托430亩杨梅
基地、310亩黄桃产业园、50亩黄金柰李
产业园、50亩黄金贡柚产业园，将全村划
分成种植区、观光区、休闲区、垂钓区等
几大板块，完善产业园基础设施，修筑进
园水泥路、阶梯人行路、休闲凉亭、玻璃
观赏鱼池等，打造“杨梅采摘”“百年古
柿”“油菜花节”等旅游推广活动。现在，
每年3月到“十一”黄金周，李子塘都会迎
来旅游旺季，日均接待游客200余人次。
2020年，该村人均年收入预计可突破2
万元。

湖南日报8月31日讯(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黄浔 李慧萍)记者今天从省医
保局了解到，我省日前制定了《关于完
善“互联网+”医疗服务价格和医保支
付政策的实施意见》，明确了“互联
网+”医疗服务的价格管理政策及原
则、医保支付政策、纳入条件。

根据《实施意见》，“互联网+”医疗
服务价格实施按项目分类管理，其中，
公立医疗机构提供“互联网+”医疗服
务，价格主要实行政府调节，省医保局
负责价格项目准入和价格制定调整；非
公立医疗机构提供“互联网+”医疗服
务，价格实行市场调节，属于医保定点
的非公立医疗机构，其具体付费方式和

价格标准通过医保谈判协议确定。
关于“互联网+”医疗服务项目的

医保支付政策，《实施意见》明确，定点
医疗机构提供的“互联网+”医疗服
务，由省医保局确定是否纳入医保支
付范围，其中，“互联网+”医疗服务与
医保支付范围内的线下内容相同，且
执行相应公立医疗机构收费价格的，
经相应备案程序后，纳入医保支付范
围并按现行规定支付。而针对属于全
新内容的“互联网+”并执行政府调节
价格的基本医疗服务，试行期满公布
正式价格后，省医保局综合考虑临床
价值、价格水平、医保支付能力等因
素，确定是否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湖南日报8月31日讯（记者 邓晶琎）
长株潭一体化的重要交通干道——长
株高速，今天迎来通车10周年。10年
来，长株高速日均车流量从开通时的
几千台次增至目前的 6 万台次，累计
车流突破1亿台次。

今天起，长株高速公司在沿线收
费站、服务区向过往司乘人员免费发
放1万份长株高速出行手册。

长株高速于2010年8月31日建成

通车，全长41.62公里，起于长沙县黄花
镇，北接长永高速公路，主线终于与醴潭
高速相交的株洲市石峰区龙头铺互通。

根据长沙、浏阳、株洲三市发展需
要，长株高速公路共设置了8个互通，
平均 5 公里就有一个互通，这在全国
高速公路中极为罕见。长株高速串联
起长永高速、机场高速、长沙绕城高
速、沪昆高速，极大改善了长株潭区域
内交通状况，加速了长株潭融城步伐。

长株高速累计车流破亿台次
通车10年来加速长株潭交通一体化

湖南日报8月31日讯（记者 李永亮）
从 9月1日起，株洲市正式对湘江干流株
洲段实施暂定为期10年的禁渔。

禁渔水域包括湘江干流株洲段及
其一级支流洣水、渌江、昭陵河及枫溪
港、建宁港、白石港、霞湾港、淦田港、
朱亭港等除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以外
的天然水域。禁渔期内，禁止所有生产
性捕捞，禁止电鱼、毒鱼、炸鱼；禁止利
用多线多钩等设备、船舶等工具垂钓，
禁止在跨江大桥上垂钓；禁止制造、销

售和使用电捕设备等禁用渔具；禁止
销售、收购、经营、加工非法捕捞的渔
获物；禁止向天然水域投放外来物种、
杂交种等水生生物。

违反禁渔规定的，由行政执法机
构依法没收渔获物、违法所得以及捕
捞设施，并处以罚款；情节严重涉嫌犯
罪的，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市民发
现违反禁渔规定的行为，可拨打市长
热线12345、报警电话110、株洲市农
业农村局电话0731-28682363举报。

湘江干流株洲段禁渔10年

湖南日报记者 张璇 通讯员 杨星 陈练

从岳阳市区出发，坐上两个多小时
长途汽车到平江县城，再马不停蹄换乘
城乡客车、摩托车，颠簸70余公里的急
弯险路，才于重峦叠嶂间，隐约窥见山
水古村庄楼村的真容。

吴辉难忘第一次进村的艰辛。这让
当时 56 岁的她贴了好几副膏药，才缓
解身体的疼痛。此后，她作为岳阳市政
协驻庄楼村扶贫工作队队长，始终挺立
在脱贫攻坚一线，直到年过花甲退休。

“吴姐，您终于回来看我们啦！”8月

底，吴辉趁着好天气重回庄楼。望着曲
折的山路，吴辉回想起，那时不到 1
米宽的碎石路上，村民们靠着肩挑手提
进出，还有小孩背着书包摸黑上学，让
她心中不忍。

修好路，是她与工作队员给村民的
第一个承诺。

春去秋来，工作队四处奔波筹措，
争取到 200 多万元，修成了 5 公里长、
4.5 米宽的水泥路，架起了一座安全系
数高、承重力强的太平桥，实现了庄楼
村民路通家门口的夙愿。

天色渐暗，配套建成的190盏太阳能

路灯一一亮起。“以前天一黑就不敢外出，
现在每天傍晚我都要去村民广场锻炼
呢。”80岁的李细柳拽着吴辉高兴地说。

而在 2017 年，李细柳每天都愁得
想哭。她家老房子破败不堪，没有厕所
和厨房，甚至没有家电。唯一的儿子在
外打工，还要养育未成年的孙子，生活
入不敷出。

没多久，工作队帮助李细柳住进了
外贴瓷砖、内设厨厕的新家，政协干部、
委员们送来冰箱、彩电、洗衣机、烤火炉
和木床。

目前，全村落实危房改造23户，庄

楼正式告别了危房时代。工作队还筹资
120万元新建安全饮水工程，修复山塘
堰坝8口，村民从此喝上了好水。

“吴姐，你看，我们的油茶林将近
400亩了。”村扶贫专干胡胜华说。庄楼
村地少，种水稻只能温饱；土地贫，种果
树结不出好果。工作队决定把村里分散
种植的油茶，集中抚育并开垦扩种，成
立九曲源农业合作社，以合作社和农户
达成4比6的分红比例，让村民吃下定
心丸。

“我们优先有意愿的贫困户来务工，
一天180元工资。”从贫困户到“带头人”，
胡胜华带着全村人一起脱贫奔小康。

昔日贫困村，今朝风景独好。吴辉
觉得，就如油茶树一般，时间越长，茶油
越香醇。庄楼村民也能在走好路、喝好
水、住好房、立好业的生活中，创造出更
好的风景。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唐银芳

8月22日，东安县石期市镇竹洲村，
青色的沃柑挂满枝头，又是一个丰收年。

村民李秋生说，汩汩清泉润山村，
荒地“变身”丰产田。

过去，“两多两少”是竹洲村的真实
写照，即结石多、肠炎多，水少、产业少。
问题就出在村里缺水。全村 26 个村民
小组，2743 人，村民常年到 3 公里外的
山塘挑水饮用，水质浑浊，很不卫生，农
业生产更是“靠天吃饭”。因为收成少，
不少土地渐渐抛荒。

落后的自然环境，激励着村民们努
力改变现状。然而，尽管费尽心力，多次
找水源，人工打井也实施了很多次，可
是都没能成功。村民渐渐失去了信心。

事情终于有了转机。2017 年 4 月，
东安县纪委监委、农发行等4家单位进
驻该村扶贫，再次决定打井找水。他们
从紧张的办公经费里“挤出”资金，邀请
湖南省地勘局 409 队到村里勘测、打
井。听到消息，村民们奔走相告。

然而，事情进展并不顺利。409 队
技术员在这里连打 5 口深井，都没有
水。扶贫工作队没有气馁，他们与 409
队技术人员进行认真分析。扶贫工作队
队长唐定友等人顶着烈日在村庄四周
的石头山上、在荆棘丛里勘查地形，向
当地群众请教，不断调整打水方向。

这年9月，技术人员钻下第6口深井，
终于流出汩汩清泉。经测算，深井的出水流
量，基本满足全村饮水和灌溉的需要。井水

钻出来了，唐定友却瘦了近10公斤。
紧接着，扶贫工作队在村后建好沉

淀池、消毒池，把自来水接到村民们家中，
大家足不出户，就能喝上清洁干净的饮用
水了。村民尹自荣一家5口过去因为长期
饮用不干净的水，患上肠道疾病，喝上干
净水后，这几年全家人身体明显好转。

村民积极发展沃柑、油桐产业，并实施
滴灌等节约用水。贫困户陈英涛种植沃柑
11亩，年收入达13万元，建了新房。陈春林
种植3.5亩油桐，年收入5万多元。2018年，
竹洲村整村脱贫出列。去年，全村人均纯收
入实现8450元，同比增长26.1%。

湖南日报记者 黄婷婷
通讯员 张世宏

张家界天门洞足够瞩目。天门山
脚，从这里的崇山峻岭中穿行而出的
张吉怀高铁，项目建设进程也时刻受
到人们的关注。

8 月末，记者来到张家界永定区
的张吉怀高铁项目现场，3209米的茅
溪河特大桥已在山林中腾空跃起。这
是张吉怀高铁全线最长的一座桥。

“大桥可比原计划提前2个月进入
铺轨阶段！”张吉怀高铁中铁四局二标
二分部项目副经理张文兵信心满满。
桥上，60多名工人正在铺设铁路底座
板，桥上桥下堆满了待安装的轨枕。

10 时不到，太阳晒人。工人们告
诉记者，为错开高温时段，工人们基本
在清晨和夜间施工，别看桥上工人不
多，大部分还在睡觉呢！

疫情影响正在褪去，高温又“烤”
验着项目的建设进程。

在劳动竞赛的激励下，项目组不
仅增加了泵车、吊车等设备，还新加了
120多个人手，合理排班。目前每天铺
设底座板和轨枕120米，比正常速度
翻了一倍，无砟轨道的施工任务预计
9月底便可完成。

11时，工人们从桥上陆续走下来，
开始休息。不远处的白竹界隧道里却
十分阴凉，不时传出轰隆隆的施工声。

“四班倒，24小时不停工。”李科红
和李科金两兄弟同在钢筋班组，他们边
给底座板加固边告诉记者。因为不受高

温困扰，隧道内的底座板和轨枕每天向
前推进180米，已经完成了近80%任务。

但隧道施工自有难度。从图纸上，
记者看到，为了避开机场，4315 米的
白竹界隧道绕了一个弯，给施工带来
了不小的难度。

根据隧道弧度设计的轨排架，每
根长约 7 米，肉眼看起来虽然都是直
的，但每根都有不同的弧度。

“工人们一不留神就放反了。”中
铁四局二标一分部生产副经理蒋化云
说。一旦放反，两根轨道不再平行，精
调的小推车每天就要额外花上4个多
小时进行调整，耽误工期不说，反复的
调试还会让轨排架的质量大打折扣。

“我们想了个小办法，在每根轨排
架两端，用红油漆画上箭头，工人一看
便知道方向了。”蒋化云说，目前，项目
上没有任何轨排架放反的情况出现，
施工进程顺利推进。

打通一个个隧道，再架起一座座桥，
仅张吉怀高铁前两个标段，管段内桥隧
占比便高达92%，沿线地貌多变、溶岩广
布，天门山脚下赶工期，实属不易。

日报、周报、月报……今年上半年
的劳动竞赛开展以来，张吉怀高铁项
目制定了严密的计划管理体系，白天
调查进展，夜间巡查，争取在每个节点
按质按量完成任务。

据了解，张吉怀高铁建成后，北可连
接郑州，南可连接桂林，将西安、襄阳、凤
凰、阳朔等多个世界著名的文化遗产地
和自然遗产地串联起来，成为一条贯穿
南北的旅游大通道，预计2021年通车。

湖南出台
“互联网+”医疗服务价格定价原则

天门山脚赶工期
——张吉怀高铁项目建设见闻

记者
探访 脱贫路

丫角村：人心聚 产业兴

李子塘村：产业+旅游，致富不再愁

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 庄楼风景会更好

汩汩清泉润山村

湖南日报 8 月 31 日讯（记者
孟姣燕）今天，由益阳市委、市政府
主办的长益高速复线通车迎客暨长
沙人游益阳活动启动仪式在益阳举
行。益阳市发布神秘黑茶文化之旅、
浪漫洞庭湿地之旅、快乐健身康养
之旅、精彩研学实践之旅4条精品旅
游路线。

启动仪式上，《益阳市旅游促销
奖励办法》发布，益阳市文旅广电体
局与长沙市文旅广电局签订合作协
议，益阳市旅行社协会与长沙市旅
行社协会签订送客协议。

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旅行商、
自驾游车主等300余人组成体验团，
考察益阳主要景点景区。体验团成员
前往益阳现代农业示范园，解锁“科
技+农业+农耕文化+旅游”新玩法；
游览“世界木文化博物馆”天意木国，
欣赏奇根珍木，领略根雕文化；参观

“山乡巨变第一村”清溪村，亲近著名
作家周立波笔下充满乡愁、激荡改革
的故土；嗨玩云梦方舟国际度假区，
享受亲水之乐。

益阳文旅资源富集，竹文化、茶
文化、梅山文化等源远流长，有天意
木国、云梦方舟、云台山、梅山文化
园等20多个国家级旅游景区，荣获

“最适宜人居城市”“中国杰出绿色
生态城市”“全国优秀旅游城市”等
美誉。长益高速复线通车，极大提升
了长沙人游益阳的通达性、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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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1日，衡阳市南华大学，评委通过网络向参赛选手提问并给参赛作品打分评判。当天，第六届湖南省“互联
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暨全国选拔赛第二轮比赛开赛，全省110所高校通过第一轮比赛选拔出来的343个项目参
加比赛。本届比赛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进行，第二轮为线上比赛，选手分别在自己学校通过网络在线路演参加
比赛。本次选拔出来的选手将于9月4日集中到南华大学参加线下现场比赛。 曹正平 摄

湖南日报8月31日讯（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滕江江）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最新发布的2020年半年报显示：截
至今年 6 月末，长沙银行资产规模达
到 6504.79 亿元，较年初增加 484.82
亿 元 ，增 长 8.05%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88.28 亿元，增长 8.22%；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72 亿元，增长
7.51%；基本每股收益 0.84 元，增长
7.69%。

整体来看，长沙银行上半年主要
指标稳步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
其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推进，以及零售
转型的持续推动。

作为高度信息化的产业，近年来银
行业纷纷加速数字化转型。长沙银行坚
持“线上优先，移动优先”，抢抓长沙市

“软件产业再出发”战略机遇，深化与阿
里云、腾讯、华为、科大讯飞等行业龙头
合作；加大与湖南大学等高等院校合
作，加强基础技术研究和应用创新；强
化数字化运营能力，全面启动线上营
销，推进服务和产品的数字化、智能化。

长沙银行持续做大做强零售业务，
已成为该行战略转型的坚实支撑。长沙
银行现拥有30家分支行、331个网点和
3836个农村金融服务站，实现省内市
场全覆盖，客群基础广泛且不断拓展。
截至今年6月末，长沙银行管理零售客
户资产 2066.74 亿元，较年初增长
13.41%；个人存款余额1600.88亿元，
较年初增长18.55%；信用卡发卡新增
29.86万张，累计发卡量187.76万张，
累计发卡数跻身全国城商行前列。

长沙银行上半年营收净利双增
资产规模突破6500亿元，数字化驱动及零售

转型助力增长

勇夺双胜利
项目高质量

湖南省百万职工劳动竞赛大擂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