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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

月

27

日 星期一

专家探讨人力资源新发展

本报

6

月

26

日讯（记者 周月桂）“湘江人力资源高级

论坛”之五———“人力资源总监（部长）面临的职业窘境和

职业发展”于

25

日在长沙举行，来自中南大学、湖南师范

大学、南车株洲、隆平高科、科力远、湖南移动等单位的

100

多位专家和业内人士与会，探讨当今企业内外部环境

变化中的人力资源管理新发展。

本报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陈璐山

“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这是

1951

年毛泽东为茶陵人民亲手题写的。这题

赠，同样鼓舞着省民政厅建整扶贫工作队在

茶陵这片红土地上展开“富民强村”接力赛。

从

2005

年开始，省民政厅坚持“一任两

年办好一个驻点村”，到今年已派出

4

任工作

队，多途径共投入扶贫资金

1000

万元，推动

驻点村率先建成该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样板。

迎着夏日绚丽的阳光，记者身怀感佩之

情前去一探……

东冲盛开幸福花

地处偏僻的茶陵县马江镇东冲村 ，曾

经资源贫乏 、基础落后 。

2005

年 ，第一任省

民政厅工作队进驻时， 农民年人均纯收入

不足

1000

元，社会治安混乱，村级工作几乎

陷入半瘫痪。如今，展现在记者眼前的却是

一幅“产业旺、村民富、村庄美、村风好”的

新农村图景。

对此， 正在该村千亩无公害绿色蔬菜

产业园忙碌的村支书龙爱华感激地说：“没

有扶贫工作队 ， 就没有今天幸福的东冲

村。”她指着刚刚出棚的映山红杂交莴苣介

绍道， 首批发往株洲市中南蔬菜批发大市

场的鲜嫩莴苣达

30

吨， 村民们这一批次的

收成就上

10

万元。

针对东冲村气候土壤适合发展烤烟种

植，工作队动员村干部、党员组长带头示范，

从县里请来专家进行技术培训，对大面积种

植烟农给予资金扶持， 当年烤烟大获丰收，

每亩收益

4000

多元。烤烟成了农民脱贫致富

的“黄金叶”。

2006

年，该村烤烟发展到

1100

亩，仅此一举，村集体经济积累

6

万余元，摘

去“空壳村”帽子，村民人均增收

500

多元。

工作队驻村两年， 东冲村初步形成了

烤烟、蔬菜、水果、水产等主导产业。现在，

该村农民年人均纯收入达到

5000

元。

村民口袋鼓起来了， 乡风文明也要跟

上来。现在，东冲村家家户户“门前是花园，

屋后有菜园和果园”，全村“水泥路面盖街

道 ，花草树木绿庭院 ”，成了有名的 “卫生

村”和“法治文明示范村”。

末头赶超站排头

走进马江镇末头村， 神奇与美丽同样

令人啧啧称赞： 碧绿的稻田和茂密的烟叶

交错；苗木基地郁郁葱葱，生机无限；一幢

幢整洁的房子窗明几净，写满舒适和繁荣；

一条条干净的水泥路纵横交错， 彰显活力

与顺畅……

4

年前，末头村还是一个“春插田、夏除

草、秋不饱、冬难熬”的贫瘠之地，在马江镇

属于典型的“末尾村”。

第二任省民政厅扶贫工作队通过大力

改善基础设施，让末头村“变了脸，添了彩”。

投资

41

万元改造了滩塘水库与

4

口骨干山

塘， 协助争资

32

万元扩挖、 浆砌渠道

4000

米，

100%

的水田都能够引水灌溉， 改变了

“十旱九灾”的历史；投资

60

万元拓宽、硬化

组道

5

公里，投资

20

余万元建沼气池

113

口，

并结合沼气开发，配套改厕、改栏

153

间，改

厨

33

户，使村内环境大为改善。同时 ，投资

40

余万元建成了一栋占地面积

500

平方米，

集党员活动中心、村干部办公室、现代远程

教育中心、 村民议事中心和文体活动中心

等多功能于一体的“村民之家”。

誓让“末头”变“排头”！工作队努力调整

末头村农业产业结构，改变传统的“稻谷加

稻草”模式，引导村民将滩塘水库建成了“水

中养鱼”、“水上养鸭”的立体养殖基地，开发

优质枣园

116

亩，扩大苗木基地

212

亩，还成

立了苗木种植行业协会，苗木基地成了县生

态产业示范基地。现在，末头村年人均纯收

入由办点前的

1235

元提高到

4698

元，村集体

年收入由以前的零提高到现在的

11

万元，一

个美丽、富裕、文明、和谐的末头村骄傲地挺

立在马江镇的前列。

竹塘鱼跃跳龙门

腰陂镇竹塘村是第三任省民政厅工作

队驻点村，现在的情景叫人无比惬意，尤其

是双休日里， 从县城络绎不绝开来的小车

停满了这里的渔家乐基地。 渔家乐老板刘

炳根说：“搭帮省民政厅工作队给俺指了一

条发展渔业休闲的好路子！”

2009

年工作队驻村时， 村里还是种田

没效益、养鱼塘缺水的穷山窝。了解到该村

历来有养鱼的传统，而且名气不小，距离县

城仅

12

公里，发展渔业休闲大有文章可做。

工作队帮村里高标准规划了一个“渔家乐”

基地，塘中养鱼、养鸭，塘边养鸡、种菜、种

果树、建农舍，形成一个集休闲、垂钓、餐饮

于一体的生态“渔家乐 ”，投入资金

30

余万

元新开山塘、修建水泥路、通电，由刘炳根

承包经营。

2010

年下半年，渔家乐一开张便

红火了，大家对纯草喂养的鱼兴趣浓厚，都

说：“钓鱼有味，吃鱼更有味。”

在刘炳根的带动下，竹塘村养鱼户迅速

多起来。于是，工作队着手解决制约竹塘村

渔业发展的基础设施瓶颈， 两年时间先后

防渗硬化引水渠

5000

米，改造山塘

26

口，修

建小

Ⅱ

型水库

1

座，新挖山塘

20

余口。现在，

该村共有山塘

108

口，有养鱼大户

6

户，其中

村民颜进云承包的渔场年出鱼苗

20

万尾 ，

远销江西、安仁等地。

小田村造大集镇

小田村是省民政厅第四任工作队驻

点，队长李国华还是挂职茶陵的县委常委，

他有点激动地说：“要突破前几任的扶贫工

作还真不容易。集镇带动发展战略，是新农

村建设中城乡一体化的新课题， 厅长余长

明对此寄予厚望。”

地处湘赣边界、 罗霄山脉中段的小田

村，尽管是一个典型的老、边、穷山区村，但

也是一个交通要塞，并且山上适合产业发展

的特色资源丰富。今年初，工作队到村后，走

遍了小田的山山水水，在充分了解村情民意

基础上，决定“建大集镇，兴大产业”。

经过几个月时间努力， 一张小田村集

镇建设规划图挂上了村部墙壁， 引来一拨

又一拨赶圩的山里人驻足观看， 大家对山

乡的巨变充满期待。

根据规划， 小田圩场将由现在的不足

100

户扩大到

200

户以上；实施绿化亮化美化

工程， 安装

50

盏路灯， 建设

600

余米的排水

沟，建设

800

米的绿化带；实施引水工程，建

设蓄水塔一座，铺设自来水管道

3000

米，解

决

1000

多人的饮水问题；完善集镇功能，新

建一个

500

平方米的村级文化活动中心；建

设垃圾处理场，安排专人收集集镇垃圾；兴

建一个占地

300

亩的工业小区， 集中建设竹

木加工厂、中药材加工厂等。

一直在外从事药材生产管理的村民谢

晚生，获悉之后旋即回乡创业，一下投入

80

多万元创办茶陵县金保康药材种植有限公

司，采取“公司

+

基地

+

农户”模式，发展金银

花种植。今年前

5

个月，公司已纳税

10

多万元。

目前，该村已将油茶种植由

300

亩扩大

到

800

亩，南竹低改

6000

亩，形成金银花、油

茶、南竹三大优势产业。

信息科学职院

注重发展学生党员

本报

6

月

26

日讯（记者 姚学文）为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90

周年，近日，湖南信息科学职业学院举行“万人唱

红歌，千人温誓词”活动，学校

155

名老师和学生新党员还

进行入党宣誓。

信息科学职院在发展中特别注重发挥党组织的先

锋模范和战斗堡垒作用， 注意教育学生牢记党的恩情，

树立革命理想。尤其特别注重发展学生党员，目前在校

的学生党员总数达

710

多人，占学校全日制在校生总数的

近

10%

。老师党员总数也有

200

多人。

红土地上的接力赛

———省民政厅驻茶陵县

建整扶贫工作队纪事

6

月

25

日， 张家界市人民医院

800

余名职工举行了庆

祝建党

90

周年 “永远跟党走” 红歌大合唱比赛。

田贵学 卓利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