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2月7日讯 （记者 周勇军
李寒露 通讯员 董琳 王勇 ） “易
法银家拆迁的事他本人已做通家属
的工作 。” “老张妻子胡红霞车祸
纠纷已帮助了结 。” 元宵佳节 ， 石
门县二都乡南锋村的几位支委在村
部会议室， 掏出各自结对联系的在
外打工流动党员的回信， 围绕帮助
流动党员家庭解难及流动党员支持
家乡建设、 在外工作等方面的情况
进行了交流汇报。 截至当日， 村里
按照上级部署， 于春节前寄给在外
过年的流动党员的信件全部有了回

音。
据了解， 石门现有在外务工创

业流动党员1200多人。 为加强流动
党员的管理， 该县去年初启动了以
“手牵手 、 心连心 ” 为主题的 “牵
手连心” 工程， 明确村党支部委员
结对 “牵手” 一名或几名在外打工
的流动党员， 把党组织的关心送到
他们的心坎上。 他们以电话、 书信
等方式， 保持互通信息， 让流动党
员对家乡党委政府有关政策、 家乡
发展现状、 党支部工作状况、 村组
织活动情况及时知晓， 使他们感觉

到自己与大家庭的成员 “心连心”。
此外， 该县还帮助流动党员家庭解
决生产 、 生活中的一些实际困难 ，
传递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 让流动
党员在外安心务工创业 。 据统计 ，
2011年来， 全县村班子成员结对与
流动党员沟通联系达4000多人次 ，
为流动党员解决证照办理、 纳税缴
费、 车辆年审、 民事纠纷等方面的
难题550多个 ， 而流动党员为回馈
乡邻， 全年为家乡提供就业致富等
信息3000多条， 为家乡公益事业投
资或捐款1100多万元。

麻阳POS机进村

10万农民家门口
刷卡消费

本报2月7日讯（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陈建武 刘昌宏 彭云山 ）元
宵佳节，麻阳苗族自治县隆家堡乡隆
家堡村小红批发店里，挤满了前来刷
卡的村民。 店主刘小红说，自从店里
设置了POS机（安装在特约商户用于
银行卡结算的终端设备）， 村民们就
能在家门口实现刷卡购买日常生活
用品、交话费等消费和取现金。

目前，麻阳已在152个村安装157
台POS机，通过POS机刷卡提现860多
万元，电话交费5万多元，10万农民从
中受益。

为解决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的小
额提现难、缴费难等问题 ，去年7月 ，
麻阳积极推行 “农村支付结算村村
通”。 按照“政府引导、人民银行牵头、
涉农银行分片负责、相关部门共同参
与”的原则 ，由涉农银行在通了有线
电话的村， 选择具有一定经济实力、
信誉良好的便利商店、移动通信代办
点作为指定运营商 ， 安装专用POS
机 ，借助POS机刷卡转账功能 ，以运
营商垫付现金与银行网点实时清算
方式，为银联卡持卡人提供小额取款
与缴费服务 ，让农户小额提现 、缴费
“不出村、低成本、无风险”。

韶山干部新年
忙“充电”

本报2月7日讯（记者 李光华 通
讯员 汪奇涵 左媛媛）2月3日，“韶山
市新春学习报告会”在紧张而欢愉的
气氛中开幕了。 国家科技部软科学专
家王兴斌， 北京视野咨询中心主任、
清华大学客座教授钟朋荣的讲演，给
该市300多名科以上干部送来了新的
理念和知识。

发展红色旅游与提升工业产业，
是韶山实行“率先富裕”发展战略的重
头戏。 在《现代旅游业与韶山旅游》为
题的讲演中， 王兴斌从红色旅游的市
场发展潜力、 韶山如何掌握市场脉搏
加大旅游科学规划和投入力度等方面
娓娓道来。钟朋荣教授的报告，以生动
的事例，对《区域发展与产业集群》进
行全面而又系统的阐述， 赢得了与会
者们的喝彩。主题报告作完后，讲授者
又与受众进行了互动交流。 韶山市旅
游局局长郭光辉、 韶山乡党委书记毛
亚锋走上讲台，就5A级旅游城市的建
设、旅游产品开发等问题请教这2位教
授，为讲堂增添了活跃的气氛。

韶山市委书记杨真平在接受采访
时说，今年是韶山全面建设5A旅游城
市、实施“率先富裕”战略的第一年。为
了达到预定目的， 市委决定请来全国
知名的专家教授， 对全市科以上干部
进行“充电”，让他们很好地掌握相关
的理论和知识，以指导好实践。

本报2月7日讯 （记者 邓明 白
培生 通讯员 李秉钧 曾武平 颜志
红） 郴州市政府近日公布， 去年该
市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为462.25
亿元 ， 全年新增各项贷款 90.21亿
元 ， 比 上 年 分 别 增 长 23.4％ 、
53.33％， 其中新增贷款增幅居全省
第一。

去年， 郴州市加快有色金属产

业转型升级， 引导金融部门信贷资
金向企业结构调整和新产品研发等
方面投入， 促成宇腾有色、 金贵银
业 、 湖南铋业 、 钻石钨 、 柿竹园 、
金旺实业等20余家企业累计获得银
行贷款 38.73亿元 ， 为矿业行业新
增 贷 款 10.6 亿 元 ， 比 上 年 增 长
460.9％。

郴州市还积极引导信贷资金投

入基础设施建设 ， 大力支持电力 、
水利等建设， 使电力、 燃气及水利
等行业新增贷款总额和增幅均创历
史最高纪录。 另外， 在城镇化建设
以及零售业方面放贷也多增18亿余
元， 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 抓住
去年被纳入国家级湘南承接产业转
移示范区的机遇， 争取在制造业方
面增加信贷投放5.94亿元 ， 加快了

落户项目奥美森工业园及湖南 （郴
州） 台湾工业园建设， 夯实了产业
转移承接平台。

同时， 针对中小企业在当地经
济发展中占重要地位的情况， 郴州
市金融机构多措并举， 着力缓解中
小企业融资难， 去年新增中小企业
贷款36.31亿元， 快于全市金融机构
贷款增速10.56个百分点。

本报记者 王晴 通讯员 韩章

“2月2日，一湖北运砂船在洞
庭湖靠近沅江水域倾翻 ，6人获
救。 ”这一消息被各大媒体相继报
道。 6人如何获救？ 2月6日，记者在
岳阳县鹿角码头采访了救人的渔
民宋可青和杨辉兴夫妇。

2月2日7时07分， 沅江市南大
镇东湖渔村渔民宋可青，在洞庭湖
沅江水域的小山塘的船上被老婆
打来的手机铃声叫醒，上完厕所的
他向湖面不经意的一望，发现一艘
倒扣在江面的船底上有人挥手呼
救。 他顾不上添加衣服，一边大声
呼叫邻船的杨辉兴夫妇：“杨大哥，
赶快救人！ ”一边解缆跳上自己装
有鸬鹚的小船，急忙向湖心失事船
只划去。

今年48岁的宋可青， 在岳阳
县鹿角码头接受记者采访时 ，对
那天的情景记忆犹新。 那天湖面
风浪特别大， 而宋可青所驾小船
载重量仅500公斤，在湖面上摇晃
得厉害，他告诉记者，他当时只顾
着救人，没在意这些，以至于后来
他老婆知道后狠狠地批评了他 ：
你不要命了！

起初， 老宋看到求救的只有
一人， 他以为用自己的小船即可
救回， 天气冷发动机动船要浪费
很多时间。 待他拼命的接近失事
船的时候，他发现有5男1女6人正
躲在失事船舵叶的背风面瑟瑟发

抖 ，见他接近 ，其中一人站起来 ，
流泪向他拱手作揖：救救我们！

“你们不要急，别又落到水里
去了，我就是来救你们的！ ”

6个人怎么载下， 正在犯难之
际，杨辉兴驾驶机动船赶来了。 杨
辉兴的爱人站在船头一手紧紧抓
住失事船只尾部的船舵，让自己的
船紧靠失事船，另一只手伸向落难
人员，将他们其中4人扶到船上，另
外2人自己走到杨辉兴的船上。

几分钟后，两条船快速靠岸。
杨辉兴赶紧为落难者换上干衣
服，让他们躺进被窝里，并打开液
化气，烧热水为他们取暖。

约9时许，宋可青和杨辉兴通
过朋友，辗转告知海事部门，政府
各部门的救援者随后赶来。

期间，被救人员说，他们当时
向过往的七八条运砂驳求救 ，不
知是没看见还是其他原因， 但没
有一条停下来。 他们对老杨和老
宋的救命之举千恩万谢。 之后，老
杨和老宋又帮他们联系上了家
人，对他们热情关照，直至他们被
家人接走。

生活又恢复了平静， 老杨和
老宋并没把此事太放在心上 ，以
至于记者向他们询问被救者的姓
名及联系方式时， 他们一个也答
不上来， 他们说：“我们只顾救人
了，哪管得了那些！ ”

本报2月7日讯 （记者 秦慧英
通讯员 郭笑）“企业效益增长10%，
员工工资应增长10%；企业效益降低
10%，员工工资可降低5%。 ”通过员
工代表与企业老板面对面的工资集
体协商， 长沙市岳麓区咸嘉湖街道
白鹤咀社区达成了 “区域性工资起
付线为1300元/月” 等一系列约定。
记者今天从岳麓区总工会获悉 ，截
至目前， 该区已签订工资集体协商
协议229份 ，覆盖企业1009家 ，基本
达到有工会组织的企业全覆盖。

企业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可以为
劳资双方搭建平等对话的平台 ，引
导职工理性合法地表达诉求， 促进
劳动关系和谐稳定。 然而，企业内长
期以来形成的 “员工工资老板说了
算”的观念根深蒂固。 为此，岳麓区
总工会分批分组派干部深入各个企
业， 并反复解释工资集体协商重在
建立一种平等协商的机制， 成立了
专门的领导小组， 组织开展工资集
体协商培训工作。 通过完善的考核
奖励机制和联合定期检查、 督查制

度， 确保工资集体协商工作顺利有
序开展。

去年以来， 岳麓区重点推进区
域性 、 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工作 ，
通过建立区域性、 行业性工会， 与
同区域 （行业） 雇主代表谈判， 确
定同区域 （行业 ） 工资和增长机
制 ， 保障工资兑现 ， 促进和谐稳
定。 针对该区建筑企业多、 建筑从
业人员多等特点， 该区积极与各方
协调， 去年10月， 在全省率先建立
建筑行业工会联合会。 从此， 该区

5 万 余 名 建 筑 工 人 有 了 共 同 的
“家”， 不同工种、 不同岗位的薪酬
待遇在职工与企业老板签订的工资
集体协商协议里一一注明， 工人待
遇和标准有了保障。 目前岳麓区在
建筑 、 建材 、 餐饮 、 医药等4个行
业开展了较为深入的工资集体协商
工作 ， 覆盖企业216家 ； 在12个街
道、 乡 （镇） 签订了51份区域性工
资集体协商协议， 覆盖企业619家。
行业性、 区域性工资集体协商协议
总数占今年全区总数的83%。

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

记者在基层

本报记者 张新国
通讯员 何继凤 尹健 盘林

2月2日下午，道县道州工业园
彩球高悬，人头攒动。 “全民服务招
工， 万人入城就业”、“返乡就业光
荣，建设家乡光荣”……一幅幅激
昂的横幅迎风招展，格外醒目。 由
县委、 县政府主办的道州工业城
“百千万工程” 启动仪式在这里举
行，5000余名农民工如赶集般纷纷
从全县各地蜂拥而来，参加家门口
举办的这场企业用工招聘会。

道县人社局局长赵邵华告诉
记者， 县里除精心组织这场大规
模的企业用工招聘启动仪式外 ，
还长期在汽车站、火车站、敦颐广
场等人员相对密集的地方设立了
招工应聘点， 为农民工在当地就
业提供便利服务。

“到工业园就业，是你的理想
选择， 你不仅能享受外面同样精
彩的生活， 而且能感受到就近就
业的方便与温馨……” 县长胡先
荣鼓舞人心的致辞， 拉开了启动
仪式的序幕。

听说县里要搞大型用工招聘
会， 仙子脚镇熊家村村民熊景告、

吴胜妹夫妇带着儿子、儿媳和女儿
一家6口人自己开车应聘来了。 熊
少峰夫妇在奥盟电器、小儿子熊文
杰在晶石科技填好了企业用工应
聘表。 “近年在广东打工，月工资也
不过3000元，一年到头回不了几次
家，老人和小孩没法管。 如今在家
乡务工， 工资比广东少不了几块
钱，可离家里近了，早晚都可回家
照料，相比之下划算多了，赚钱重
要，亲情更重要啊！再说，建设家乡
也是一件光荣的事。 ”熊少峰谈起
能在家乡就业，幸福写在脸上

道县建溢鞋厂是一家代工生
产世界名牌运动鞋的企业， 公司
现有1500多名员工。 企业今年扩
大生产，急需招聘2000多名员工。
公司主管人力资源的冯能元告诉
记者， 公司抓住春节农民工返乡
的机会，已经招聘了200多人。 这
次为了招满急需的员工， 公司派
出了强有力招聘队伍， 打出了吸
引农民工的优惠条件。

下午5时 ， 招聘现场依然火
爆。 “百千万工程”这场为企业用
工搭建服务平台， 引导在外务工
人员就近就业的大集市， 播下了
春天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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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阴 3℃～7℃
湘潭市 阴 3℃～7℃

张家界 阴 3℃～7℃
吉首市 多云转阴 2℃～8℃
岳阳市 多云转阴 2℃～7℃

常德市 多云转阴 2℃～7℃
益阳市 阴 3℃～7℃

怀化市 阴 2℃～7℃
娄底市 多云 3℃～8℃

衡阳市 阴转小雨 4℃～7℃
郴州市 小雨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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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 多云转阴 3℃～8℃
永州市 雨夹雪 2℃～6℃

5
长沙市
今天，多云，明天，阴天转雨夹雪
北风 ２～３ 级 1℃～6℃

郴州去年新增贷款增幅全省第一
新增贷款90.21亿元，同比增长53.33％

劳资双方平等对话 劳动关系和谐稳定

岳麓区逾千家企业工资集体协商

静悄悄的湖上救援

工业园里赶“大集”

本报2月7日讯 （通讯员 阳丽
萍 刘洪 记者 杨军 ） 近日 ， 记者
在沅江市太阳鸟游艇有限公司采
访时获悉， 该公司今年1月生产的5
条540型冲锋舟已交付使用 ， 实现
新年开门红。 据了解， 沅江市以太
阳鸟游艇公司等6家企业为重点 ，
做大做强船舶制造产业园 。 去年
该园新造游艇 1609艘 、 钢质船舶
326艘 ， 实现总产值16.16亿元 。 园
区面积由上年的500亩发展到1000

亩 ， 成为目前我省最大船舶制造
园。

2010年， 沅江船舶制造产业园
挂牌时只有2家企业 ， 而园区外有
10多家造船企业， 规模小、 技术力
量薄弱， 很难做大做强。 去年， 沅
江市委、 市政府经多方努力， 将园
区外企业整合成为3家规模企业 ，
全部入驻园区。 同时， 对外开展招
商引资， 全力承接长三角船舶制造
产业转移， 在较短时间内促成了帝

豪船用舾装、 双鱼船艇科技、 兴洋
船舶制造等一批资金、 技术实力雄
厚的项目入驻园区。 他们还将船舶
设计单位 、 船舶检测 、 海事管理 、
培训机构等一同引进园区， 增强了
园区的吸引力。

目前， 沅江船舶制造产业园共
入驻造船企业35家， 已发展成为集
钢质船舶制造 、 复合材料游艇制
造， 船舶配套产品生产经销于一体
的大型船舶综合产业园。

沅江船舶产业园一年“长大”一倍

成为我省最大船舶制造园

2月7日， 家住安仁县龙海镇石岭村的21岁女大学生李小林与熙源酒店签约上班。 当日， 在安仁县工业园
区企业用工招聘会上， 1000多名求职者参与竞聘。 安仁县近年来积极承接产业转移， 吸引了许多大学生和农
民工回乡创业、 就业。 何炳文 谭式平 摄

2月7日，绥宁县城管执法局在进行“环卫所长公开竞聘上岗”现场投票
推荐。该局在选用县环卫所长中，打破常规，让干部职工直接投票选举产生。

袁永东 摄

本报2月7日讯 （记者 邓明 白
培生 通讯员 李秉钧 刘小林 曹雄
清 曹航 ） 连日来 ， 汝城县各级各
单位2万多名党员干部陆续收到县
纪委编发的廉政文化读本 “廉风”。
该读本主要通过介绍乡土廉政文
化， 促使广大党员干部自觉遵守廉
洁自律规定， 强廉念、 树廉风。

汝城县纪委深入挖掘当地丰富

的廉政文化 ， 历时半年 ， 编辑了
“廉风” 读本。 该读本共242页， 包
括廉政图片 、 廉政家训 、 廉政文
章、 廉政故事、 历代廉吏等。 县里
还下发通知， 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切
实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增强群众观
念、 法纪观念。 县里设立了举报电
话， 并组织力量明察暗访， 对各种
违纪行为坚决予以查处。

石门推进“牵手连心”工程

农村流动党员离土不离“家”

汝城编发廉政文化读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