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好人·每周一星

白培生 颜石敦 刘从武

在国家罗霄山脉集中连片扶贫开
发县宜章，有一位企业家先后安排540
多位残疾人在自己的公司就业，并主动
承担3700余名残疾贫困群众的帮扶任
务， 他就是宜章吉兴纸业有限公司、湖
南百捷利包装印刷有限公司董事长谢
运良。

宜章县委宣传部的同志介绍，10
多年来谢运良心系贫困群众， 不计名
利、无私奉献，共为助残扶困、架桥修
路、兴修水利等捐资500多万元。

今年3月， 谢运良荣登“中国好人
榜”，被评为“助人为乐好人”，他的感人
事迹在当地广为传颂。前不久，他还被
评为第四届郴州市诚实守信道德模范。

面对荣誉，今年54岁的谢运良十分
淡定。6月18日，面对记者采访，身材高大
的谢运良说：“企业做好了要承担社会责
任，应该多为有困难的人做点事。”

谢运良有过一段苦难的岁月，其父
母早丧， 他是跟着出嫁的姐姐长大的。
不到18岁， 他只身远赴深圳打工，搬
砖、扛包、跑业务、办厂……尝遍酸甜苦
辣后，积累了人生第一桶金。

1998年，看着仍然贫困的乡亲们，
谢运良怀揣共同致富的梦想返乡创业，
在宜章笆篱镇投资300万元创办吉兴
纸业。

一次，开办残疾人培训学校的堂叔
谢志强，不经意地说：“运良，如果你的
企业做好了，能为残疾人做点好事吗？”

“可以！”谢运良一口应允。堂叔看
他答应得这么爽快， 以为只是开开玩
笑。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工厂开工后，谢
运良真的从堂叔的学校招了6位残疾
员工，不久增至32位。

2014年，谢运良又投资建设了一家
高端包装印刷企业———湖南百捷利包
装印刷有限公司。 其公司生产的特种黑
卡纸产量居全国前列，出口日本、韩国、
土耳其等多个国家，年产值达1.5亿元。

随着工厂扩大、效益提高，谢运良
从各地招来残疾员工。如今，他公司的

残疾员工有96人， 占员工总数的61%。
谢运良说，“只要安排合理， 扬长避短，
残疾人也能做得和正常人一样好!”

在吉兴纸业，记者看到，没有手掌
的陈新亮守门尽职尽责，他无法以手行
礼，就向来访人员颔首致意；背部弯成
90度的傅相日， 弯着腰一丝不苟地搅
拌着纸浆；腿部残疾的陈英杰，在车间
麻利地接纸。

走进百捷利公司，一条“我发展，你
脱贫”的红色标语特别醒目。谢运良介
绍， 他采取3种方式对残疾贫困群众进
行帮扶：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把县里
发放的5万元小额信贷投放到其公司
里，享受分红；有劳动能力的，除享受小
额信贷分红外，还可到企业就业；觉得
企业效益好，可以工资入股，享受工资
入股分红。

傅相日告诉记者，他现在每月除了
有2000多元工资，还有县里发放的5万
元小额扶贫贷款投资在吉兴纸业，每半
年可分到2500元红利。

据了解，在谢运良的公司，享受扶
贫贷款投资分红的残疾人目前有3700
多名。

谢运良还十分支持残疾人创业。
40岁的宋有辉右手残疾， 在吉兴纸业
工作多年掌握技术后，谢运良借资给他
在深圳平湖创办了有辉纸业公司，销售
黑卡纸，收入不菲。

不仅如此，谢运良还非常关心残疾
员工的个人生活，小到添置衣服、被盖
等日常用品，大到帮助建房、成家立业。
在他牵线下， 工厂里现有14对残疾员
工喜结连理。

■点评
谢运良助残济困，不仅安排大批残

疾人到其公司就业，还挑起3700多名残
疾人的帮扶重任，体现了一个优秀企业
家的爱心与社会担当。

脱贫攻坚，还有很远的路要走。而在
贫困群众中， 贫困残疾人的脱贫之路更
难走，需要更多的人来关心他们、帮助他
们。小康路上，决不能让残疾人掉队。

向3700多名残疾人伸出援手
———记“助人为乐好人”谢运良

湖南日报记者 彭雅惠

互联网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便
利，同时也成为不法分子诈骗的新
领地， 而且网络诈骗手法花样百
出、日趋复杂，对群众财产造成较
大损失。

6月22日，360公司根据面向全
国的官方网络诈骗全民举报平台
“猎网平台”数据，发布了《2017年
上半年网络诈骗数据研究报告》，
其中，我省列入全国网络诈骗较为
严重的地区之一。

上网时间较长、 缺乏
足够社会经验的年轻人，
是网络诈骗主要受害人群

今年以来，“猎网平台”共接到
全国举报网络诈骗案件10882例，
其中，湖南省举报399例，举报数量
位居全国各省级行政区第11位。

数据显示，虚假购物、虚假兼

职是让湖南人受骗最多的两类诈
骗类型，分别为65起、58起。

此外，金融理财、身份冒充等
老的诈骗方式仍“大行其道”，上半
年均被举报44起，并列为我省举报
数量第三多的诈骗类型。

从被骗网民的年龄上看，80
后、90后是受骗“重灾区”。上半年
全省举报网络诈骗案件中，四成以
上受骗者为90后，占比最高；其次
是80后，占比30.08%。可见，上网
时间较长、缺乏足够社会经验的年
轻人，是网络诈骗的主要对象和主
要受害人群。

金融理财、身份冒充、
赌博博彩，是造成湖南人
财产损失最大的3种诈骗
类型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湖南省
举报网络诈骗涉案金额713.911万
元，人均损失达17892.5元。

同期，“猎网平台”接到全国举
报的网络诈骗涉案总金额为1.27
亿元，人均损失11641.7元。

我省不仅受网络诈骗人均损
失高出全国平均水平6250.8元，并
且长沙市成为全国网络诈骗涉案
金额第五高的城市， 仅次于北京、
上海、重庆和广州。

从诈骗手段看， 金融理财诈
骗、身份冒充诈骗、赌博博彩诈骗，
是造成湖南人财产损失最大的3种
诈骗类型，上半年累计涉案金额分
别超过478万元、64.9万元、47.8万
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全国范
围内，不容易使人上当的“交友诈
骗”，在我省却能轻易得逞，上半年
累计骗走超过42万元。

360公司在发布的数据中特别
指出， 湖南人提交的举报中，
66.42%的受骗者是用银行转账、第
三方支付、扫二维码支付等方式主
动转账给诈骗者， 涉案金额高达
166万元。 钓鱼网站支付则使受骗

者损失更为惨重，上半年全省共有
123人次举报通过钓鱼网站累计支
付超过500万元。

男性抵不住网游交易
诱惑，女性难辨虚假兼职
骗术

在全国范围来看，网络生活中
女性上当几率要比男性低得多，上
半年“猎网平台”接到的报案中，男
性占72.3%，女性占27.7%。但从人
均损失来看，男性为11306元，女性
为13666元，女性受害者损失更大。

我省男性受害者占比69.9%，
人均损失14805.2元； 女性受害者
占比30.08%，人均损失25070.6元。
由于男性上当人次比重大，因此受
骗总额仍远高于女性。

数据显示，男性和女性在不同
类型的网络诈骗中被骗几率有明
显不同。在赌博博彩、交友诈骗、网
游交易诈骗中，被骗的近90%为男
性， 特别是在赌博博彩诈骗中，男
性受害者占比更是达到90.1%。而
退款诈骗、虚假兼职类诈骗是女性
被骗比例最高的诈骗类型。从绝对
数量上看，男性被骗数量排名第一
的是网游交易诈骗，占比为14.8%；
女性被骗最多的是虚假兼职，占比
31.0%。

� � � � 6月22日，360公司发布了《2017年上半年网络诈骗数据研究报告》。今年以来，
湖南共举报网络诈骗399起，涉案总金额为713.9万元，人均损失达万元以上———

睁大眼睛，看清网络诈骗

湖南日报6月22日讯（记者 徐
亚平 通讯员 姜滔） 今天上午，岳
阳市工商局局长许平亚向岳阳松
柏森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法定
代表人郭明利发放了该市首张“多
证合一”营业执照。

实行“多证合一、一照一码”，
是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的一项内容。
岳阳市在全省率先出台了加快推
进“多证合一、一照一码”登记制度
改革工作方案，在企业“五证合一”
和个体工商户“两证整合”基础上，

整合商务、发改、房产、文化、林业
等5个部门分别办理的对外贸易经
营者备案登记表、企业投资项目备
案、房地产经纪机构及其分支机构
备案、 从事艺术品经营单位备案、
经营森林植物及其产品的企业备

案等10项许可事项，由工商部门直
接核发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
营业执照，实现“多证合一、一照一
码”， 相关信息将在国家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湖南）公示，并及时
归集至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企
业不再另行办理“多证合一”涉及的
被整合证照事项，“多证合一” 后的
营业执照具有以上证照（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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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委书记扶贫手记

夜宿瑶乡话脱贫

� � � �谢运良（左）指导残疾员工生产。（资料图片） 通讯员 摄

湖南日报6月22日讯（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周琳 易文静）记者今天从省住
建厅获悉， 为贯彻国家和我省大力推
广工程总承包制的政策要求，《湖南省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总承包
招标投标活动管理暂行规定》（简称
《暂行规定》） 将于今年7月1日起施
行， 推行评标和定标分离制度成为其
中一大亮点。

按照原先的流程，项目中标人由评
标委员会决定， 招标人缺少自主权。这
样的弊端是招标人权责不对等：招标人
是项目的责任人却不享有定标权，评标
专家负责技术评审却拥有实际定标权，
造成对评标结果责任难以落实。

《暂行规定》提出推行评标和定标

分离制度，即中标人的确立，可以由招
标人在评标委员会推荐的3名不排序
的中标候选人中择优确定。省住建厅人
士介绍，这一规定借鉴了江苏、深圳等
省市施工招标评标中候选人的确定模
式。招标人是工程建设质量、造价、进
度控制和管理的重要责任主体，“评定
分离” 举措将确立中标人的权利归还
招标人， 体现了工程建设项目管理权
责统一， 将促进提升招标投标质量和
效率。

《暂行规定》还划定了承发包双方
的风险责任，均衡了招标投标人之间的
利益，维护市场主体公平竞争。同时，将
工程总承包的发包阶段确定为取得初
步设计或方案设计批复文件之后。

工程总承包招投标将推“评定分离”
从7月1日起施行

岳阳发放首张“多证合一”营业执照

� � � � 湖南日报6月22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戴昊君 胡湘江）广铁集团今日
发布，7月1日起将迎来为期62天的铁
路暑运，至8月31日结束。期间，广铁集
团预计发送旅客7900万人次， 同比增
长8.6%。 湖南地区将增开张家界、岳
阳、长沙方向列车。

广铁集团客运处介绍，客流高峰集
中于7月中上旬与8月中下旬， 主要为
学生客流，预计日均发送旅客超125万
人次。

湖南地区增开普铁列车9对，分别为：
广州-张家界K6588/9�K6590/87次1对；
广州-邵阳K6546/7/6�K6545/8/5次1对；

广州-岳阳K6604/3次1对；惠州-岳阳
K6607/6� K6605/8次1对； 深圳-长沙
K6624/3次1对； 惠州-常德K6567/6�
K6565/8次1对；长沙-永州K6633/4次
1对；郴州（衡阳）-岳阳K6562/1次1对，
武昌-吉首K4706/7� K4708/5次1对。

其中， 增开的广州-张家界、武
昌-吉首车次，为7月1日至8月28日逢
周六、周一开行，主要满足旅游客流需
求。

铁路部门提醒， 加开列车具体信
息，以当地车站公告和中国铁路客户服
务中心公告为准。旅客可通过12306网
站、电话垂询。

铁路暑运7月1日开启
增开张家界、岳阳、长沙方向列车

趣味解读
法律常识

6月22日， 衡阳市
检察院“法治进校园”全
市巡讲活动在博雅学校
举行， 公诉人员当“导
演”，孩子们扮演卡通人
物， 将原本枯燥的法律
知识融于通俗易懂的卡
通剧情里， 让孩子们在
游戏中学会法律常识。

刘晓飞 李文运
摄影报道

龚文密

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
困县全部摘帽、 解决区域性贫困问
题，是各级党委、政府的神圣使命。4
月25日下午，我与市直有关部门负责
同志一道，再次来到洞口县 溪瑶族
乡宝瑶村调研精准扶贫工作。

溪瑶族乡地处雪峰山腹地。
从邵阳市区到宝瑶村约有2小时30
分钟车程 。进入宝瑶村 ，看到油砂
路面的村道干净整洁，群众的住房
按民族风格式样进行了改造，群众
文化活动广场上休闲观光的游客
络绎不绝……旧貌换新颜，我内心
很高兴。

宝瑶村地处 溪国家森林公
园内， 生态资源丰富。2015年成为
省财政厅驻村帮扶联系点以来，该
村基础设施建设及村容村貌整治
等工作按照发展旅游的定位迅速
铺开，现已成为我市乡村旅游的一
张靓丽名片。

进村后，我们随机考察了村级
活动中心 、村级客栈 、光伏发电基
地和生态水果种植合作社等处。合
作社的水果基地已初具规模，果树
绿满山坡。我向基地负责人舒安平
和贫困户李和友、阳芝兰等了解情
况，得知合作社是发动村民以现金

和土地入股办起来的， 已流转260
亩土地，种了金秋梨、猕猴桃、杨梅
等水果 ，有10户贫困户参与 。我叮
嘱他们加强管理，力争早日见效。

天色渐暗，我们走进一家新修
的农家客栈 。 簇新的木楼两层五
间 ， 用桐油漆过 。“客栈客人多不
多？收入怎么样？”在客栈客厅里围
着一张方桌坐下，我向宝瑶村党支
部书记舒炉宝问起村里发展乡村
旅游的情况 。“村民利用改造好的
住房发展民宿 ， 已有两家客栈营
业， 年营业额都在10万元以上。现
在游客多了，还有几家客栈快开业
了 。为了提高接待水平 ，我们组织
农家乐的老板进行了培训。我们村
搞旅游，一定会越来越火。”50多岁
的舒炉宝对发展旅游充满信心。

客栈由贫困户肖和山、龙子风
夫妻开办 。龙子风满面春风 ，从后
厨端出一个黑色茶盘，说：“龚书记，
熬茶是我们瑶乡的‘土咖啡’，是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我们正在筹办
首届熬茶文化旅游节， 到时您一定
要来参加哦!”我愉快地答应了。

伴着阵阵蛙鸣，我们走进贫困
户肖和青家。省财政厅扶贫工作队
队长曹云辉介绍，肖和青因妻子常
年患病而致贫，妻子病故后还要抚
养儿子读书。现在肖和青入股村里

的黑山羊养殖合作社，并在社里养
羊 ， 除了年底分红 ， 每月可领到
2000元工资 。“驻村工作队投入70
万元产业扶贫资金，吸引20多户村
民入股10万元，建立了黑山羊养殖
基地。”曹云辉介绍，这种合作模式
除了按股份向入股村民分红外，产
业扶贫资金收益的30%作为村集体
收入，70%用于贫困户增收，主要用
于村里贫困户参加公益岗位的劳
务支出，解决稳定脱贫问题。

我对这种扶贫模式十分赞同，
认为精准扶贫就应该按照习近平
总书记说的那样 ，紧扣 “精准 ”，针
对贫困村、贫困户的实际，按照“一
户一策 、分类施策 ”的要求做细做
实，才能确保脱贫攻坚取得实效。

当晚，我们在宝瑶村一家客栈
住下 ，与扶贫工作队 、村干部等一
起座谈，探讨如何做好村里的脱贫
攻坚工作。

宝瑶村共有198户728人，其中
建档立卡贫困户50户179人。 省财
政厅党组立足当地实际 ， 科学规
划 、精准施策 ，开辟了一条推进精
准扶贫、建设美丽乡村的新路子。

来之前有人说，宝瑶村之所以
搞得好 ， 是省财政厅投入了很多
钱 ，不具代表性 。而我通过调研认
为 ，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宝瑶村的

扶贫经验是完全可复制 、 可推广
的 。它的成功在于因地制宜 、准确
定位，花钱不多，但效果显著。他们
首先立足产业扶贫 ， 选准发展路
径 。通过深入发掘当地历史 、文化
资源，因地制宜把宝瑶村打造成乡
村旅游景点，这跟 溪片区发展旅
游产业是高度一致的。其次是着眼
于长远发展 ，不搞短期行为 ，规划
设计起点高 ，布局科学合理 。再次
是善于激发内生动力，充分发挥村
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并把老百
姓都发动起来，村民自主创业积极
性高涨。还有就是同步完善全村公
共设施和服务，实现精准扶贫和美
丽乡村建设齐头并进。 静思之后，
我决定把该村的经验向全市推广。

当前 ，脱贫攻坚已到了啃 “硬
骨头”的阶段。通过调研，对照宝瑶
村，我发现我们的扶贫工作还有不
够精细的问题 。办好 “扶贫 ”大事 ，
除了宏观谋划 、整体推进外 ，还得
在老百姓看得见、 摸得着的小活、
细活上下功夫。要一个村一个村地
因村施策、 一户一户地对症下药、
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各个击破，让
贫困村一点一点地发生变化，让老
百姓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作者系中共邵阳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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