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7月17日讯（通讯员 张耀成 记者 杨元崇）
“一个换届选举纪律提醒信息， 让我及时打消了不规范选
举的念头。”今日，花垣县长乐乡一名党员回忆说，“智慧党
建”成了党建管理、服务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花垣县是一个以苗族为主的山区县。 今年初以来，该
县把党建科学化摆到重要位置，运用“党建+互联网”新思
维探索党建工作智慧化。投入300多万元，建立智慧党建
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同步开发党建手机APP。对全县12个
乡镇和120个村（社区）的会议视频系统进行优化改造。

“智慧党建”平台由组织管理、党务管理、党员管理、
互动交流、 党内生活等8大功能模块和22个小模块组成。
此平台的运行，实现了党建管理由“呆”向“灵”、党务服务
由慢到快、党员互动由“死”到“活”三大转变。

运行以来，及时发现和处理党员违规行为20多件次。
10多个软弱涣散党组织恢复生气， 611个基层党支部
“三会一课”、“两学一做” 等开展情况得到及时督办，
13000多名共产党员改进了工作方法，近260名党员干部
通过“智慧党建”“党内生活”平台，及时消除了某些违纪、
违规念想。 全县党务工作的办事效率较2016年提高了
68%。

花垣提升
从严治党“加速度”

湖南日报7月17日讯（记者 彭业忠
通讯员 王艳蓉 佘诗诗 陈生真） 近日，
吉首市矮寨镇中黄村贫困户石子进家
来了一位特殊的“亲戚”———湖南盛世
湘西农业有限科技公司董事长陈永龙。
陈永龙对石子进说：“我这次来， 带了一
份礼物———专职茶园培管员协议书。签
了这份协议，你今后就可在家门口就业
了。”

去年以来，湖南盛世湘西农业有限
科技公司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运

作模式，在中黄村流转土地350余亩，种
植有机茶，今年有望带动当地70户建档
立卡贫困户增收60万元。

在吉首市太平镇干田村，建档立卡
贫困户张安来则在当地合作社帮扶下，
逐步摆脱贫困。张安来家土地少、无产
业，人口多、少劳力。去年，吉首市鑫土地
合作社帮助他家发展种养业，他家已培
育果苗35万株，养殖山羊37头、土鸡200
只，收入不断增加，生活水平大幅提高。

“我们向农户流转土地，提供种苗，

进行技术指导和培训，并保底收购。”吉首
市鑫土地合作社负责人梁通尧介绍，合作
社采取“公司+种植基地+农户”方式，大力
发展果木等产业，帮扶贫困户85户，贫困
户脱贫率达95%。

据了解，去年3月，吉首市启动民营企
业“百企帮村”精准扶贫行动，市委统战部、
市工商联广泛动员市内外商会、民营企业
（合作社），积极参与脱贫攻坚。采取产业帮
扶、转移就业、公益赞助等形式，积极培育
增收产业、改善基础条件、发展公益事业，

拓宽贫困农户增收渠道。 目前， 该市已有
157家民营企业、225名民营企业老板，与全
市11个乡镇53个村247户贫困户结成“亲
戚”，进行一对一帮扶。共为贫困户提供就
业岗位1323个， 筹集公益帮扶资金319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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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7月17日讯（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杨丁香 谢国成）7月12日， 在江
华瑶族自治县沱江镇百家尾村， 建档立
卡贫困户女主人张燕， 给记者算了一笔
收入账：自己在电子厂上班月工资2O00
多元；因系贫困妇女，去年她从县农行获
得“贫困妇女贷”1万元，投放到打工的企
业连续20年可分红；再加上实施温氏生
态养猪分红，他们家今年脱贫不成问题。
据了解，像张燕一样，全县有29933名贫

困妇女，受益于金融扶贫，正在加快脱贫
摘帽步伐。

江华是全省金融扶贫试点县。针对有
劳动力、有产业基础的贫困户，通过信贷
资金支持、培训产业技能、大户带动的方
式，鼓励引导其自主创业。目前，此类贷款
已累计发放扶持资金1209万元，发放扶贫
小额信贷4624万元。 针对有劳动能力，但
对自主发展产业缺乏技能和信心的贫困
户，该县鼓励扶贫经济组织带动贫困户贷

款。该县遴选23家有实力、发展前景的扶贫
经济组织，以受帮扶的贫困农户作为承贷主
体、采取委托帮扶方式，以贷款资金或财政
扶贫资金作为入股金额， 量化到户到人，参
与扶贫经济组织的产业项目经营，由扶贫经
济组织承担第一还款责任，为贫困农户提供
10%左右的的保底入股分红。去年，该县组
织兜底特困人口从江华农商银行申请扶贫
小额信贷1.55亿元； 委托扶贫开发公司发展
20万头生猪生态养殖项目，已兑现首批固定

分红466.3万元。
去年底， 该县与农行合作， 成功推出

“贫困妇女贷”：对有劳动能力、留守在家，自
身创业、就业难的贫困妇女，由县农行定向
投放扶贫小额信贷， 贷款投入到具有稳定
收益的扶贫产业重点项目， 由扶贫经济组
织统一管理、统一使用，在20年内平均每年
给予农村贫困妇女不少于900元/人的固定
分红收益， 从源头帮助贫困妇女脱贫。目
前，“贫困妇女贷”已投放资金1.4亿元。

湖南日报7月17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李贵 王
丽文）建泥石流拦土坝，多种方式“加固”山体，在灾害隐
患区竖起警示牌……今日， 在郴州市苏仙区白鹿洞街道
杨家坪地质灾害点，施工人员顶着烈日，对前阵子被暴雨
损毁的设施进行加固。

“前阵子的暴雨，造成杨家坪地质灾害点出现长约40
多米、宽0.3米的裂缝，危及山下56户213人的安全。”白鹿
洞一社区杨家坪组组长李晓东说，街道迅速采取措施，包
楼栋、包住户做好工作，3小时内把群众撤离到安全地带。

汛情过后，白鹿洞街道立即启动相关治理工作。杨家
坪组安排专门力量， 在滑坡地质灾害隐患点设立观测桩
和照明灯等；每天安排专人监测、值班，做到一天观察二
次，并做好监测记录。

白鹿洞街道地处丘陵地带， 适逢今年雨季长、 雨量
大，一些地质灾害隐患突发，7个社区共排查出杨家坪、龙
家背等12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危及周边1200余户3800余
人。白鹿洞街道通过早部署、早转移，确保了群众安全。

白鹿洞街道还采取以奖代投等方式筹措资金， 治理地
质灾害隐患点。去年筹资5000万元，对房产开发小区边坡等
进行了治理。今年又筹资300万元，用于治理灾害隐患点。

民企老板带着贫困户脱贫

吉首“百企帮村”扶贫在行动

江华金融扶贫“贷”动贫困户

新闻集装

湖南日报7月17日讯（记者 王文隆）
7月13日，在家人搀扶下，浏阳市官渡镇
竹山社区76岁老党员马贤耀来到镇民政
办， 将1万元现金交到工作人员手中，委
托他们捐给受灾群众。 马贤耀说：“作为
一名老党员， 我要为抗灾救灾尽点力。”
官渡镇党委副书记苏阳辉介绍， 马贤耀
老人是官渡镇政府退休老干部。 他热心
公益事业，自己生活简朴。

浏阳：老党员义捐灾区1万元

湖南日报7月17日讯（记者 张福芳 通
讯员 邓锦庆）“县总工会聘请的律师为我
提供法律援助， 帮我追回了3.8万元的工资
和赔偿款，太感谢了。”7月13日上午，双峰
县青树坪镇一家幼儿园的教师金某， 专程
来到双峰县总工会道谢。 为了给困难职工
和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服务， 县总工会聘
请了35位值班律师。2016年至今，共为困难
职工和农民工办理法律援助案62件， 追回
工资等款项达300万元。

双峰：总工会贴心为农民维权

盯紧地质灾害隐患点
白鹿洞街道筑牢安全防线

湖南日报7月17日讯 （记者 周俊 通讯员 刘跃新）7
月16日，新化县纪委通报一起扶贫领域“雁过拔毛”式腐
败问题典型案件， 涉案的两名主要责任人受到开除党籍
处分。今年以来，新化加大扶贫领域贪腐问题查处力度，
共立案113件，处分60人，以高压态势斩断伸向扶贫资金
的黑手。

新化是国家级贫困县和移民后扶县， 扶贫项目和资
金相对较多。为规范扶贫资金使用，集中力量扶贫攻坚，
该县扎实开展村级财务清理审计和扶贫资金专项检查等
行动，严查贪污侵占、截留私分、虚报冒领、挥霍浪费、私
存私放等问题；出台“责任追究”“治理为官不为”等办
法，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脱贫攻坚工作职责，庸懒散
慢、推诿扯皮、办事不公、暗箱操作等问题，给予严肃处
理；加大源头预防力度，选好用准村干部，开展廉政谈
话、进行警示教育，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切
实转变干部作风。同时，该县加大警示力度，将查处的每
一个案件，通过手机短信、网络新闻、微信公众号通报全
县，督促各部门健全规章制度，强化项目建设和资金使用
全过程的监督管理， 预防和减少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
风和腐败问题。

通过抓源头、重监督、严惩治、建体系的系列组合拳，
筑牢了扶贫资金的安全防线，激发了干部主动作为、积极
服务的正能量。 白溪镇大熊村党支部书记刘陶佐在支部
会议上说：“扶贫资金是高压线，要用好用活、发挥最大作
用，但千万不能因私伸手！”

斩断伸向扶贫资金的黑手
新化严肃查处
扶贫领域贪腐问题

湖南日报7月17日讯 (记者 唐善
理 通讯员 陈 健 林 蒋 丽 娟 ) 7月 16
日， 江永县千家峒瑶族乡盘王生态游
园花海项目在刘家庄村开工建设。该
项目总投资1.2亿元，规划面积600亩，
分赏园、观园、乐园、农园、融园和康园
等6大功能板块。

千家峒是瑶族的发祥地， 这里旅

游资源极为丰富，境内群峰竞秀，沟谷
纵横，山坡陡峭，溪流湍急。特别是大
泊水瀑布闻名遐迩，一条山谷深达2公
里，沿途有七级倾泻的姐妹瀑，一瀑一
形、一瀑一潭、一瀑一景，段落分明。刘
家庄村旁近年建成了全国规模最大的
“瑶族盘王广场”，散居在山中的271户
瑶胞集中搬迁到大泊水瀑布附近，通

过统一规划建房， 建成了一个瑶族美丽
“风情村”。 昔日的瑶族村寨实现华美蝶
变，村庄整体面貌焕然一新，被评为首批
“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瑶族盘王生
态游园花海项目建成后， 将为千家峒旅
游产业再添一张新的旅游名片， 同时为
当地贫困户脱贫致富新添一条增收的渠
道。

江永建造瑶族盘王生态游园花海

千家峒瑶乡再添旅游名片

7月17日，安乡县安康乡仙桃村万亩荷花池，荷花竞相绽放，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赏。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通讯员 任中伟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7月17日讯 （记者 肖洋
桂）“水韵安乡，情归荷处”。今日，安乡县
首届荷花节开幕。同时，味觉仙桃田园综
合体开园。 游客既可欣赏万亩水乡荷花
美景，又能品尝绿色生态美食。

活动主会场设在省级美丽乡村建设
示范村安乡县安康乡仙桃村。当天上午，
天气酷热难耐， 但游客依旧被一望无际
的荷花美景所吸引，纷纷走进荷花间，流
连忘返。临近中午，游客们来到荷花边上
20多家“仙桃人家”农家乐，好客的村民
早已准备好丰盛的荷花宴。 用莲子炖的
汤、用新鲜荷花制的饼，还有荷花下产出
的黄鳝泥鳅、小刁子鱼等，成了游客口中
的美食。

这届节会为期一个月， 将举行以安
乡硪歌、安乡大鼓、竹马舞、采莲船歌舞、
蚌舞等节目为主的大型文艺汇演， 并推
出安乡特色商品展、 太极表演、 荡舟采
莲、户外露营、户外骑行、农民运动会、荷
园旗袍秀、果蔬服装秀、荡舟采莲、五彩
大道寻宝、玩泥巴、踩水车、捉泥鳅等一
系列活动。

水韵安乡
情归荷处

安乡举办首届荷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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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7月17日讯 （记者 徐典波 通

讯员 刘立武 吴巍伟）近日，在读大学生董
国栋参加2017年度华容县秋季征兵“大学
生体检预检专场”， 顺利通过体检预检。今
年，华容县进一步提高高校大学生应征入伍
优待条件，除享受义务兵正常优待外，还享
受优先报名、优先体检政审、优先审批定兵
等政策，合格一个批准入伍一个。退役后，在
就业安置、考研升学等方面，还能享受更多
优惠政策。应征入伍大学生报名踊跃。

华容：征兵设大学生体检专场

湖南日报记者 姚学文 通讯员 朱文婕

7月10日，在中国（长沙）创新设计
产业园， 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和
11支设计团队， 就非遗保护与设计的
关系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他们以
邵阳蓝印花布为材料， 集中开展15天
设计，用现代理念，探索让古老的邵阳
蓝印花布走出闺中，重现异彩。当天，还
举行了湖南非遗产品协同创新平台揭
牌仪式。

现状：非遗保护面临困境

专家们讲述的一个故事， 令人深
思。著名的“洪氏一刀剪”技艺传人洪
源，拥有独门绝技，一刀可以剪出多个
字，美观又大方。然而，前几年他靠着政
府每月补助一点费用， 生活得很艰难，
字没人要，事业越来越萎缩，技艺也面
临失传的危险。

中国工业设计协会常务理事、湖南

同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邵继民
说，洪源的故事不是个案，是不少传承
人面临的困境。近年来，一方面，保护非
遗成为一个热门话题， 从政府到民间，
都使出浑身解数。另一方面，不少非遗
产品没有市场，技艺面临失传。这是为
什么呢？因为我们一直把这些优秀的文
化产品保护起来，其结果是越保护越容
易消失。

观点：让设计“碰撞”非遗

中国美术院教授赵阳的跨界合作道
路，引起大家关注。年逾花甲的赵阳广泛
阅览大自然， 拍摄到众多精彩纷呈的图
案，他再将这些图案进行各种设计，可以
运用到家具、 衣饰、 房子装修等诸多方
面，受到厂家和消费者喜欢。如今，赵阳
注册了公司，公司年营业额达数百万元。

湖南师大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民
俗专家颜湘君女士说：“赵教授的故事，
让我们看到了跨界合作的魅力。 有着深

厚文化内涵和多种形式的非遗，一旦‘碰
撞’ 到设计， 相信也一定会产生新的火
花。”

摸索：让蓝印花布融入生活

诞生于唐、 盛于明清的邵阳蓝印花
布，因寓意好，花色多样，还具有环保功
能，一直以来深受老百姓喜欢，2008年，入
选国家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现
在也面临传承人后继乏人、 产品样式老
化、市场萎缩等多方面的困境。

“解放初，仅邵阳县城就有8家大印染
作坊、30多家中小染坊，但到1986年，最后
一家蓝印花布印染厂在邵阳县五峰铺镇
倒闭了。” 来自邵阳县五峰铺镇的国家级
非遗传人蒋良寿说得心痛。

“非遗，最好的保护是利用。”邵继民
说，“如何能让更多人、特别是更多的年轻
人喜欢上邵阳蓝印花布？ 我们的设想就
是，利用设计师的智慧，让邵阳蓝印花布
走入现代生活。”

非遗，最好的保护是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