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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曼斯 邓利良

“这下好了，不用再担心天旱时田里
缺水， 这得益于我们党员群众选出的好
班子。”6月下旬，宁乡县煤炭坝镇东山村
村民陈立秋高兴地说。 该村新一届支委
班子产生后， 将水利建设作为为民办实
事的“头把火”。经过近1个月的施工，长
达10余公里的梅子支渠很快全线疏通，
当地5个村民小组的1000多亩水田从此
旱涝保收。

据悉，宁乡县今年共有278个村（社
区） 要换届， 其中合并村多达140个，村
（社区）“两委”职数减少达361个，是一个
选情复杂、任务繁重、竞争激烈的“换届
大县”。

现在，宁乡县村（社区）党组织全部
已完成换届。这些新上任的村（社区）党
总支书记、成员和基层党员在忙啥？有着
怎样的新作为？

忙充电，掌握政策成为明白人
“三农”问题、精准扶贫、基层党建、

党风廉政建设……5月上旬，宁乡县委组
织全县278个村（社区）新一届党组织书

记汇聚一堂，接受集中培训。
花明楼镇常山村党总支书记谭明德

表示，通过培训，学习了“塘约道路”“袁
家村模式”， 下一步将借鉴这些先进村
的发展模式， 探索出适合本村的发展之
路，解决本村劳动力就业问题。

6月上旬，全县村（社区）“两委”换届
成功后，县委又组织全县所有村（社区）
党组织书记就精准扶贫进行专题培训。
随后，又有3000名基层干部参加“两学一
做”专题培训。

“下一步要把‘两学一做’抓到实处，
把党员的学习教育进入常态化管理，让美
丽关山无处不美，人民和谐共处。”金洲镇
关山社区党总支书记吕建军如此谈道。

菁华铺乡嶂山村党总支书记罗云跃
通过学习发现，可以充分利用国家对太阳
能发电项目的好政策，到银行申请贷款，5
年之内还清贷款，5年之后可以盈利。

忙服务，俯身为民当好贴心人
干在一线，干到一起，干出一流。与

宁乡县村级换届伴生而来的， 是一股股
干事创业热潮的迅速掀起。

沙田村支村“两委”班子成员齐心协

力推进解民忧、化民怨工作，反复做村上
6名老上访对象的思想工作，多的已上门
十多次，少的也有五六次，解决他们的实
际问题,使这些人都表示不再上访。一个
多月时间内，支村“两委”班子成员上门
为群众解决具体问题20多个， 调处矛盾
纠纷8起。

在一股股干事创业热潮中， 宁乡县
的广大基层党员奋发作为， 在重点工作
推进、服务群众、助力发展等方面取得了
新成效。

“自来水管网已铺设到每个组，有的
已经入户。预计到年底，全村自来水入户
率将超过60%。”老粮仓镇双藕村党总支
书记李喜文表示， 该村有143名党员，在
精准扶贫、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等方
面，正在发挥着重要作用。

忙发展，精心谋划奔向好前程
无论是充电还是服务， 最终都是

为了谋求一方发展。
推动“两学一做”之星、全面从严

治党之星、办实事办好事之星、做好群
众工作之星、 保护绿水青山之星……
一个个务实勤奋的基层干部如春笋冒

头，大家纷纷为地方发展献计献策，一个
个全新发展思路应势而生。

大学生村官王杰湘高票当选为资福
镇清泉河村党总支书记后， 当天下午便
组织支委班子成员和党小组长等， 就全
村发展思路进行研究，确定把扶贫攻坚、
产业发展、 公路建设等作为当前重点工
作来抓，并进行了具体部署。

菁华铺乡洪仑山村党总支书记贺荣
辉当选后提出， 要围绕发展村级集体经
济, 做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文章，
大力发展休闲农业产业。

煤炭坝镇贺家湾村党总支书记蔡
华正在组织成立党员之家的微信平
台， 充分运用新媒体手段加强对党员
的学习教育。

忙发展,已成为宁乡县村（社区）党组
织完成换届后,基层党员一心追求业绩的
主旋律。

浏阳后备干部“一线赛马”
湖南日报6月29日讯 （记者 王文隆 通讯员 杨海 ）

“巡查别人就是巡查自己，不徇私情才是真讲感情，一线锤
炼方能一流作为……” 今天是浏阳市168名副科级后备干
部初步人选参加“一线锻炼、百日攻坚”专项行动的第57
天，该市召开座谈会，大家坐在一起晒成绩，聊体会，明天
又将奔赴一线。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一遛。”浏阳市创新后备干部选
拔培养方式，于5月3日将168名副科级后备干部初步人选派
到“安全生产百日巡查”“招商引资百日行动”“征地拆迁百
日攻坚”以及纪检监察、精准扶贫工作一线，开展一线“练
兵”与“赛马”。

25岁的段小虎是这些后备干部中年龄最小的，担任招商
引资班班长。“截至目前，我们共拜访企业1167家，参加驻外
招商推介活动72次，召开了外地浏阳籍乡友招商恳谈会5场，
组织客商来浏阳考察39批次，在谈项目105个，已成功引进5
个项目，最大项目投资过亿元。”他表示，下一步将继续发扬
锲而不舍的“钉子”精神，盯信息，盯客商，盯项目，密切跟踪
意向投资项目，积极促成项目签约落地、投产达效。

后备干部“一线赛马”，浏阳市委组织部则一线跟踪考
察，近距离、全过程、多维度考量干部，并将锻炼考核情况进
入人事档案，作为干部选拔任用重要参考依据。

湘潭：
成立公司发展文化产业

湖南日报6月29日讯 （记者 蒋睿
通讯员 肖向明）今天，湘潭市文化产业
发展有限公司在昭山成立。据了解，该公
司注册资金5亿元，将致力于打造文化资
源整合、产业投融资、产业协作服务、文
创产品研发和人才聚集5大平台，做大做
强做优湘潭的文化产业。目前，由该公司
投资的大型电视连续剧《齐白石》、齐白
石影视城、窑湾历史街区、杨梅洲旅游区
等一批项目正在推进中。

保靖：
黄金茶助力茶农脱贫

湖南日报6月29日讯（记者 杨元崇
通讯员 姜飞燕 彭司进 ）沏一壶清茶，
说一个故事。昨天，在保靖县酉水河边
千年古城迁陵镇酉溪公园， 举行了保
靖黄金茶茶艺大赛， 吸引县内外18支
茶艺表演队115名选手参赛。经一上午
竞技表演 ， 保靖宣传战线代表队以
《茶·缘》 夺得冠军 。“一两黄金一两
茶”，保靖黄金茶是当地农民脱贫增收
的“绿色金矿”。全县已发展保靖黄金
茶千亩专业村15个、 茶叶企业和专业
合作社81家，年创产值3亿余元，带动
了3万多茶农脱贫致富。

华容：
花鼓戏倡导移风易俗

湖南日报6月29日讯（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刘立武 吴巍伟）“移风易俗倡文
明，勤俭节约还民风，一方水土纯则灵，
环保家园新农村……”6月28日晚，华容
县在推行“刹人情歪风、树文明新风”系
列新举措之后， 组织创作的倡导移风易
俗题材———现代花鼓戏《寿母训子》举行
首演。今年初，华容县针对农村婚丧嫁娶
讲排场、比阔气等不良风气，提倡对红白
喜事实行婚嫁新办、 丧事简办、 其他不
办。《寿母训子》由华容县纪委、县委组织
部、县委宣传部牵头组织，县艺术团、花
鼓戏剧团联合创作。

天心区：
举行爱心拍卖活动

湖南日报6月29日讯 （陶芳芳 吴
亮）6月28日，长沙市天心区统战部联合
区慈善会等机构举行“筑梦天心·关爱来
自星星的孩子”爱心拍卖精准扶贫活动。
湖南诗书画艺术院、 美庐文化美术馆的
23位艺术家们，为活动捐出了23幅书画
作品，弘高车世界、远征驾校等70多家
非公企业负责人参加了爱心竞价。 活动
共募集善款46万元，其中单幅艺术品最
高成交价5.2万元。所得爱心款将由天心
区慈善会设立爱心助残基金并负责管
理，全部用于2017年该区自闭症儿童的
帮扶救助。

� � � �“换届大县”村（社区）党组织全部已完成换届。 这些新上任的党总支成员和基层党
员有着怎样的新作为———

宁乡：基层党员在忙啥

新闻集装

湖南日报记者 周勇军
常德日报记者 蹇斯勇 魏仙耘 韩冬

仲夏，是莲的季节。
6月28日，走进省级美丽乡村建设

示范村———安乡县安康乡仙桃村，犹
如走进了一个莲的世界。 一望无际的
荷塘里碧荷如洗， 莲花开得正盛，粉
的、紫的、白的莲花如繁星般撒在无边
无际的莲叶间。 远远近近农舍的粉墙
朱瓦，村道旁的绿树与清流，都成为了
这个季节里莲的点缀。微风吹来，空气
中飘着阵阵莲香。

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在村
部西边一大片荷塘里， 一叶扁舟、几
位游人正兴致勃勃地采摘莲蓬。清香
鲜嫩的莲子是这个季节里最诱人的
乡村美食。

一个身影在密集的莲叶间躬身忙
碌，三三两两的游人引颈围观。记者忙
不迭跑过去， 见一个脸庞黝黑的村民
手中拎起一个类似鱼篓的网状器具，
网底一团肥硕的泥鳅溜溜乱窜。 一旁
的村支书吴刚介绍， 这是仙桃村正在
积极推进的“荷塘+”生态种养，湘莲与
虾、鱼、泥鳅立体混合种养，既增加了
每亩地的经济效益，更利于生态环保，
是村里生态休闲农业的发展方向。

仙桃村有耕地8000余亩，41个村
民小组、4697人。 村里低洼水田较多，

传统农业种植抗风险能力较弱， 经济
效益低。近两年来，在推进美丽乡村建
设中，该村探索实施“公司+农户”产业
发展模式， 由县农业投资有限公司对
村民土地实施规模流转， 引进有实力
的企业整体开发。目前，全村土地流转
近3000亩。 县农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县
大方植保有限公司联手， 成立大农生
态农业有限公司，大力发展“荷塘+”产
业。同时，安乡县农业投资有限公司与
广州高城农业有限公司联手， 成立安
乡县润农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包揽了
村里的蔬菜产业， 种植蔬菜300亩，并
将其蔬菜基地命名为味觉园。

走进味觉园， 数十位村民正在辣
椒地里采收辣椒，当天就要发往广州。
65岁的村民倪青艾如往常一样， 天一
亮就下地了。 她笑呵呵地告诉记者，在
自己家门口当上了“工人”，干的是熟悉
的农活， 一天90元工资轻轻松松拿到
手。一个采摘季，有好几千元收入。她给
记者算了笔账，家里10来亩地流转给了
公司，一年有几千元稳定收入，再加上
打工收入， 比以前自己种地强多了。有
数据统计，润农、大农两家公司每年支
付给村民的工资有600余万元。

晌午时，村民夏爱国悠闲地牵着7
岁小孙女敏涵，在自家荷塘边转转，摘
片大荷叶顶在孙女头上遮阳。 他家有
40亩荷塘， 他和老伴如同照顾孙女一

般悉心呵护。
湘莲套养技术引进村， 是近几年

的事。村里低洼地多，以前种棉花、水
稻，常被水淹。2013年，村支书吴刚带
着村里一些人去湖北洪湖考察湘莲套
养技术。湘莲套养泥鳅，泥鳅吃浮游生
物，排泄物又能增加莲池中的有机质。
仙桃村学习洪湖的做法， 从湘莲套养
泥鳅着手尝试， 如今发展到分时段套
养（种）龙虾、藕尖等，低洼地“套”出了
高效益。去年，夏爱国家的套养荷塘每
亩纯收入过万元，是单纯种湘莲收益2
倍多。今年四五月，夏爱国家40亩荷塘
仅采收藕尖就收入8万元。

效益好，村民自然跟着干，湘莲套
养很快成为村里主导产业，2015年300
亩，去年900亩，今年发展到2000亩。

村庄美了，腰包鼓了，民心齐了，
仙桃村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一盘棋”，
土地流转“一盘棋”，房屋规划“一盘
棋”，就业经营也“一盘棋”。县里大力
扶持仙桃村发展生态休闲农业， 明确
其“生态立村、产业富村、旅游兴村”的
定位。今年，仙桃村跻身省五星级乡村
旅游示范点。 村里11家农家乐办得红
红火火， 去年全村仅餐饮收入就超过
100万元。

嗅着荷香，品着嫩莲子，美丽的仙
桃村发出邀约：7月17日，村里首届“荷
花节”等你来。

风动莲香幸福来
———安乡县仙桃村见闻

� � � � 6月27日，安乡县安康乡仙桃村大面积种植荷花，加上套养泥鳅，经济效益是种植水稻的
5倍。图为村民们在捕捞泥鳅。 湖南日报记者 周勇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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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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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29日讯 （李荣 肖洋
桂）老骥伏枥，余霞生辉。近日，临澧县企
业离退休党员“老有所为”先进典型推选
活动在当地各社区展开， 采取民主评议
方式， 推选出先进离退休党员。“这个活
动搞得好，我们的劲头更足了。”临澧县

四新岗镇天鹅社区老支书李悠国说。
据了解，临澧县这次推选活动是根据

常德市统一部署，由县社会劳动保险处组
织的离退休人员党建系列活动之一。今年
来，该县采取党委组织部门统筹、政府人
社部门指导、乡镇社区组织的方式，对全

县2198名企业离退休党员情况进行了进
一步核查，通过推选“老有所为”先进典
型、组织开展多种主题活动等，进一步增
强离退休党员的党性， 发挥他们的余热，
丰富他们的退休生活。全县还建立了11个
乡镇党建微信群、160个社区离退休党员
微信群，为企业离退休党员提供交流与服
务平台，激化他们参与社区和社会建设的
积极性，获得大家好评。

临澧推选企业离退休党员先进典型

长沙发放首例商标质押贷款
湖南购玖公司获700万元授信

湖南日报6月29日讯(陶芳芳 周密)6月28日，长沙首个
商标质押贷款项目新闻发布会在长沙(国家)广告产业园召
开。 集线上线下于一体的酒类零售企业———湖南购玖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成功运用其商标， 成为长沙首个商标质押贷
款项目， 获长沙国家广告产业园金融服务平台授信700万
元。长沙市工商局局长卓精华代表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向
购玖公司负责人颁发了长沙商标中心首张《商标质押登记
证》；天心区副区长许波向公司负责人颁发700万元商标质
押授信。此外，长沙(国家)广告产业园还将给予该公司100%
基准利率贴息的政策补助。

商标品牌的总体发展水平， 是一个地区经济实力和综
合竞争力的具体体现。近年来，长沙市工商局大力推进商标
品牌战略，截至2016年底，长沙市注册商标已达到11.71万
件，占全省43.19%；驰名商标128件，占全省33%。然而，一些
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时常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等难题。为帮
助企业拓宽融资渠道，帮助企业实现商标品牌价值最大化，
2016年，经国家工商总局批准，长沙市工商局设立注册商
标专用权质权登记受理点，长沙(国家)广告产业园设置国家
工商总局商标局前置窗口。由此，湖南本土企业和金融机构
无需上北京办理商标权质押登记证， 直接把材料交到长沙
受理点，由受理点远程传送到国家工商总局即可，大大节省
了本土企业融资成本和办理时间，进一步助力企业盘活“商
标”这个无形资产。据悉，长沙受理点成立一年来，已完成4
件商标专用权质押，融资2720万元。

6月30日橘子洲烟花燃放取消
湖南日报6月29日讯(记者 曹娴)长沙市政府办公厅今

日发出公告，取消6月30日橘子洲烟花燃放。
公告表示，鉴于湘江水位持续上涨，已超安全水位，经

长沙市委、市政府批准，原定6月30日东亚论坛会议期间的
橘子洲烟花燃放取消。

湖南日报6月29日讯 （通讯员 詹薇 刘鹏 记者 杨军）
今日上午9时35分，伴随着一阵轰鸣声，一架医疗救援直升
机徐徐降落在桃江县人民医院临时搭建的停机坪上。 舱门
打开，等候在地面的医护人员迅速上前，协助机上人员将一
位危重患者转移到直升机上。10分钟后飞机起飞， 经25分
钟飞行，患者被送到省人民医院马王堆院区进行紧急救治。

这场“地面+空中立体救援”是省人民医院与广州白云
救援航空基地合作开展的第一次患者空中转运演练， 也是
桃江县人民医院加盟省人民医院集团以来参加的第一次立
体救援行动。今后，桃江县内危重患者可乘坐直升机到省人
民医院就医，为救治争取时间。

据省人民医院驻桃江专家、 桃江县人民医院副院长肖
伟介绍，目前一些发生意外的患者因道路拥堵，不能及时就
医，错过了最佳抢救时机。直升机救援可以让危重患者得到
更及时的治疗。

桃江开展立体医疗救援演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