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阳新 ）昨天，衡南县政府与阿里巴
巴农村淘宝项目成功签约。 标志着该县推
进农业产业化，实施“互联网+”战略取得突
破，电商发展迈出新步伐。

衡南县政府负责人告诉记者， 该项目
由衡南县政府与阿里巴巴集团共建 , 阿里
巴巴提供平台和技术服务 , 帮助完善当地
电子商务建设。通过搭建县、村两级服务网
络 ,实现“网货下乡”和“农产品进城”双向
流通功能。

衡南县已基本形成以宝盖绿叶茶叶、
栗江绿贝香菇、 云集大三湘茶油为代表的
“一乡一品”特色农产品格局。近年来，为推
介特色农产品，统筹线上线下两大市场，该
县现拥有俊景网络、国文电商、邮乐购、惠
民供销等电商企业近百家， 从业人员5000
余人。其中衡阳雁城食品、衡阳维康科技有
限公司已成功申报为省级电子商务示范企
业。

据悉，衡南县将建成1个农村淘宝县级
服务中心、50余个村级服务站，培养本土优
秀“村淘”合伙人，负责服务站点运营。

衡南牵手阿里巴巴
“农村淘宝”
推介特色农产品，
统筹线上线下两大市场

责任编辑 吴晓华 版式编辑 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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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左丹 通讯员 何文 彭志超

“What's� this?”“This� is� basketball”
……讲台上， 一位金发碧眼的外国教师在讲
课，黑板上方一块大屏幕上，投影仪映放出篮
球的画面。讲台下，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教
室对面的另一栋教学楼内， 一阵阵悦耳的钢
琴声， 弹奏着人们耳熟能详的《浏阳河》，数
10个二年级的学生听得如痴如醉。

这是11月21日，双峰县荷叶镇白泥村白
泥学校呈现的温暖一幕。

当天，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刘
志敏带领学校公共外语教学部、 音乐舞蹈学
院、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的教师和专家，
来到该校送教下乡。

“感觉就像过年一样！这是我第一次看到
外国老师，看到钢琴。”白泥学校五年级学生
黄乐资开心地告诉记者。

白泥村是一个省级贫困山村，以山地、丘
陵为主，村民靠种植水稻、红薯、玉米，外出打
工为生。2014年， 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仅
2300元。

2015年， 湖南一师扶贫队来到这里后，
积极带领村民脱贫。白泥村有1所完全小学，8
名教师，134名学生，教学设施简陋、场地面
积小、教学方式落后。

扶贫先扶智。一年多来，湖南一师扶贫队
先后为白泥学校添置各类书籍6000余册，捐赠
了物品7万余元。建成了标准的图书阅览室；新
建了幼儿滑滑梯， 整修了食堂， 添置了2台钢
琴、2套投影器材等等，学校面貌焕然一新。

“让山里的孩子们也能上一堂外教课，听
一堂专业音乐教师的音乐课。”湖南一师扶贫
队队长赵小群这一想法， 很快得到了大家的
支持。

21日一大早，湖南一师外籍教师Robert

和妻子Ruth，音乐舞蹈学院教师刘江笛、毕琼
文就从长沙赶到了白泥学校。Robert和Ruth为
了让课堂生动活泼，还带来了吉他，在课堂上
边弹边唱，给孩子们上了3堂英语课。刘江笛、
毕琼文不仅带来了钢琴演奏，还给孩子们表演
了笛子和葫芦丝独奏。

中午，趁孩子们休息的间隙，湖南一师的专
家教授与学校的教师开展教学研讨。党委副书记
刘志敏书记则走村串户看望慰问扶贫结对帮扶
对象。“村里建档立卡贫困户69户，2015年已脱贫
45户，计划今年脱贫18户，到2017年底实现全部
脱贫。此外，我们还为荷叶镇积极争取了2个六年
制免费师范生定岗到镇计划，白泥学校今后的师
资有了保障。”赵小群告诉记者。

“一次下乡支教活动，也许给山区学校并
不能带来根本的变化。 但通过我们的活动，说
不定就能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一颗梦想的种子，
我们期待着种子生根发芽！”刘志敏说。

11月24日，演员在表演舞蹈《扇韵》。当天，长沙市芙蓉区文艺路街道南元宫社区开展“纪
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文艺汇演。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张婷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记者 陈薇）近
日，由省委宣传部、潇湘电影集团有限公司
主办的“《领袖1935》湖南首映式”在湖南
大剧院举行。周恩来侄女周秉建、朱德外孙
刘建、老同志谭仲池出席。

《领袖1935》由潇湘电影集团有限公
司、八月潮影业股份有限公司、湖南潇湘电
影第二影业有限公司、 湖南省文化艺术产
业集团共同打造， 是中宣部纪念红军长征
胜利80周年重点推荐献礼影片。 刘劲、王
晖、王伍福、吴京安等著名演员领衔主演，
周琦与马德林联合执导。 影片以遵义会议
后毛泽东等人如何带领红军突破重围为切
入点，再现了万里长征波澜壮阔、艰苦卓绝

的历史画卷和英雄史诗， 为重大革命历史
题材影视作品创作提供了生动启示。

该片独辟蹊径地从长征的角度写党选
择领袖的过程， 将长征题材的创作推上了
一个新高度， 也使该影片精神价值具有特
殊性。影片的另一创新，是以周恩来的视角
为切入点，呈现给观众的毛泽东形象，不仅
是史书中的毛泽东， 更是周恩来眼中的毛
泽东。影片以周恩来的口吻来叙事，为当代
观众创造了一个对话的空间， 让年轻人理
解中国革命、 中国红军为什么最终选择了
毛泽东。

据悉，电影《领袖1935》将于12月初与
全国观众见面。

�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杨卫星 曾璐）在
不久前召开的全国水利风景区建设与管理工
作视频会议上， 涟源市杨家滩水利风景区荣
获国家水利风景区称号， 为涟源市又添一块
“国字号”招牌。

该风景区总面积84.65平方公里，其中水
域面积1.77平方公里。 景区内山水自然景色
别致，境内孙水河、沙溪河、龙溪河与传统村
落、湘军名将故居、现代农业产业相融相依，
“古村、长河、绿水、青山”交相辉映。

“种一颗梦想的种子”
———湖南一师送教下乡小记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文艺汇演

涟源喜获水利风景“国字号”招牌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何炳文 何文华）11月24日， 安仁县
稻田公园里的种植大户何香兰告诉记者，今
年立冬以来，她家20多亩农田已全部完成油
菜花的耕种，明年春天通过油菜花观光和菜
籽油的销售，将能实现几万元的收入。

安仁县是典型的农业县，长期以来，
该县农民有着“稻-稻-油菜”的三熟制生
产传统。今年，该县把精准扶贫、乡村旅
游、生态农业进行“三结合”，推动油菜产
业进一步升级。 为全面落实冬季油菜种

植面积，他们规划了二大核心区、六大示
范区、十大景点区的油菜种植区，出台了
“五个统一，分类补贴”的油菜推广机制，
由县里统一免费翻田，集中育苗、免费供
苗，推广机耕直播技术。还安排资金1000
万元，按照核心区、景点区、示范区等分
类，给予种植补贴奖励，特别是对贫困户
每种1亩油菜多补贴200元，调动了农民冬
种油菜的积极性。

据了解， 安仁今年冬种油菜面积25.6
万亩，相较去年增加面积2万余亩。

安仁冬种25万余亩油菜
精准扶贫、乡村旅游与生态农业“三结合”

献礼长征胜利80周年

重点影片《领袖1935》在湘首映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 （记者 姚学文
通讯员 李绍萍 苏继纯）长沙市雨花区政协
勇于建真言、乐于献良策、善于出实招，几年
来，确定的16件重点提案，事事关系大局、件
件聚焦民生，赢得百姓赞誉。这是今天举行
的该区政协五届一次会议上传递的信息。

雨花区政协常委会围绕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的重点、难点，区政府着力的重点和难
点等开展政治协商，既建言献策，又扎实出
招。棚改是城市建设的重点和难点之一。区
政协常委会将棚改列入重点课题调研，组
织调研组深入左家塘、侯家塘、砂子塘、井
湾子等棚改任务较重的街道，现场察看，深
入座谈， 找准了棚改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和困难，提出棚改攻坚，应从资金筹措、征
收效率、居民安置、项目建设、棚改实效等5
个方面进行突破。 在今年8月举行的棚改
专题协商会上， 政协委员为破解棚改攻坚
难题，积极建言，提出真知灼见，有力促进
了棚改工作。

今年是“长沙史上最严招生年”，雨花
区新开发小区多，外来人员多，义务教育矛
盾突出，招生形势更加严峻。区政协回应社
会关切，进校园、看工地，通过调研，形成了
《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几点建议》 专题报
告，提出统筹优化布局、促进学校整体品质
提升，加强教师队伍建设、适当提高合同制
教师待遇等建议，引起区领导高度重视。

雨花区政协建真言献良策出实招
16份重点提案件件关注民生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尹振亮 彭晓兰）11月22日， 嘉禾
县财政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自2014年以
来， 该局投资评审中心对全县729个财政
投资项目进行了评审，审核总金额为29.19
亿元，审减资金6.41亿元，审减率达22%。

据了解， 有些项目由于施工主体对项
目预算(概算)重视不够，致使工程决算超
预算的现象时有发生， 工程预算执行不到
位，财政资金调度困难。为解决这一问题，
嘉禾财政创新机制， 对预算评审总价100
万元以下的项目，实行固定合同总价控制，

建设期间合同单价、总价不得突破评审价，
从而有效杜绝限额内工程随意变更的现
象，提高了预算“预见性”。对预算评审总价
100万元以上项目，采用清单计价，预算评
审综合单价为合同固定单价， 建设期间合
同单价不得突破评审价。

滨江大道是贯穿嘉禾县珠泉、坦坪、石
桥等3个乡镇的一条主要道路，该项目去年
预算金额为2.25亿元， 为确保预算资金实
打实， 县财政局工作人员对项目进行了半
个多月的调查审计， 最后审减预算资金
2305万元。

嘉禾3年审减项目支出预算6亿多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 （通讯员 周晓
鹏 邹京住）连日来，溆浦县审计局深入该
县低庄镇、 中都乡等乡镇的易地扶贫搬迁
安置点， 对项目投资和建设质量实施全程
“跟踪审计”。今年来，该县加大重点项目建
设“跟踪审计”工作，对9大重点民生项目进
行全程“跟踪审计”，审计金额超过14亿元。

重点项目投资是政府投资的“主战
场”，项目多、资金量大。溆浦县审计部门高
度关注政府投资工程专项资金管理使用情
况，重点对工程进度、拨款计划及资金使用
绩效等工作加强监督， 坚持预算、 竣工结
算、跟踪审计多管齐下，盯紧项目进度，盯

审资金使用，确保项目资金安全完整，有效
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益， 确保了重点项目建
设有序推进。仅去年，该局直接实施的项目
送审金额 78688.75万元 ， 审减金额为
16948.15万元，审减率为21.54%。

该县还专门出台《溆浦县政府投资项
目审计监督办法》，完善了跟踪审计内控制
度，并建立了“跟踪审计”微信、QQ交流群，
方便审计人员及时沟通解决工作中遇到的
问题，交流跟踪审计工作经验。同时，该县
审计部门还实行跟踪审计月例会制， 定期
对跟踪审计中存在的问题进行集中剖析对
比，研究制定处理方案。

溆浦“审计卫士”跟踪重点项目

（上接1版）
这份美丽， 源于造物主对这片土地的恩

宠，更在于全区上下悉心呵护。曾经，铜官镇
洪家洲上村民廖建安为了给自家屋后一棵古
香樟树腾出生长空间，将房屋前移6米，“百年
香樟压房，居民拆屋让地”的美谈流传开来。
如今， 区政府抵制住以牺牲生态换利益的诱
惑，出台“加强自然生态保护的决定”，规定项
目建设必须“不挖山、不填水、不毁洲、不砍
树、不损绿”，为公园式城区建设保驾护航。

富饶的“万分之一”
去年，望城区完成地区生产总值520.4亿

元、财政总收入63.9亿元、固定资产投资681
亿元，主要经济指标比5年前均实现翻番。

撤县设区不过5年，年轻的望城区成了富
饶之区，财富从何而来？

财富从政策叠加的优势中来。 望城坐拥
70公里湘江黄金岸线， 是全省唯一的同时被
纳入长株潭“两型”社会试验区、洞庭湖生态
经济区、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湖南湘
江新区4大国家级战略平台的区县。得天独厚
的区位优势，将其推到了城市发展最前沿，成
为“湘江时代”主角之一。

财富从四通八达的路网中来。 望城统筹
城乡交通建设，京港澳高速复线、绕城高速与
金星大道、雷锋大道等交通干道无缝对接，雷
锋东路、旺旺东路、文源东路等城镇道路纵横
交错，高铁、城铁、地铁、普铁、高速公路、快速
干道“六位一体”立体交通打造了“20分钟交
通圈”。

财富从优质项目撑起的区域经济新版
图中来。 望城连续多年抢抓大项目建设，光
明蝶谷、柏乐园、欧阳询书法文化园等相继
开园；绿地集团、长房集团、福建正荣集团等
中国房地产百强企业强势入驻；中南林业科
技大学北校区、湖南外国语职业学院、长沙
医学院等高校先后落户； 奥特莱斯名品店、
湾田国际建材大市场、金桥国际市场等商业
巨擘纷至沓来。

财富从一项项科技创新成就中来。 区内
长高集团实施了世界首个±800千伏特高压
直流输电工程， 中联消防60米云梯消防车创
世界最高直臂云梯消防车纪录、113米登高平
台消防车是目前世界最高登高平台消防车，
泰嘉科技成为双金属带锯条国家标准主要起
草单位……

财富推动发展。 望城已跻身全国县域经
济科学发展特色县、 市辖区综合实力百强和
投资潜力百强， 成为我省首批全面小康达标
区。

幸福的“万分之一”

生活在望城，幸福可触可感、实实在在。
幸福在路上。在大众垸、丁字湾、星城镇

等乡镇片区， 城乡一体的客运公交融城、环
区、连镇，居民只需刷公交卡1.4元，可一车到
达乔口渔都、千龙湖度假中心、靖港古镇等区
内知名景点，无需耗费几个小时等中巴。

幸福在屋里。 望城全区共建设廉租房
2250套，总建筑面积11.25万平方米，大多位
于交通便捷地段，配套设施完善，专供城镇户
口、无房无车的低收入家庭租住，租金每月50
元，其余费用由政府补贴。

幸福在“圈”中。望城着力完善就业培训、就业
服务和创业指导体系，打造“30分钟就业圈”；完成
公立医院改革，提升服务能力，打造“城区15分钟、
农村30分钟医疗圈”； 免费开放电子阅览室、“非
遗”展厅等，全区建成综合文化站15个、村（社区）
文化活动室136个、农家书屋149家、基层文化信
息工程网点170个，形成了“10分钟文体圈”。

幸福在“线”上。自2013年起，望城将新增
财力80%用于民生，5%用于困难群众帮扶，创
造性设立“雷锋580”紧急救助热线，为困难群
众提供重大疾病、生活困难、自然灾害、突发
意外事故等救助，3年多来共受理各类求助
3263起，协调发放紧急救助资金869.29万元，

“雷锋580”成为困难群众及时雨。

“万分之一”的分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