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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龙虎 刘魁春 戴军

“光伏发电好，现在每天可发电
300千瓦时， 按照1千瓦时1元的收
购价算， 村里每天收入300元左
右。 ”8月10日上午， 衡阳县西渡镇
盘龙村党总支书记邓亚平指着光伏
太阳能发电板的控制器对记者说。

盘龙村光伏发电设在竹叶村民
小组。 记者看到，这里安装着6排崭
新的光伏发电板， 在阳光照射下格
外耀眼。

“自从今年6月12日安装光伏发
电板后，我每天都要盯着控制器，查

看当天的发电量。 ”邓亚平说，控制
器上一个个数字就是盘龙村脱贫致
富的希望。

盘龙村位于衡阳县城西渡镇最
南端，全村2775人，其中建档立卡贫
困户74户276人，属省级贫困村。村里
有耕地3100多亩，山地近4000亩。去
年，村民人均纯收入4000余元。

“村里山地全部是紫色页岩，不
适宜种植经济作物， 但日照时间
长。 ”邓亚平说，村里山地尽管不宜
搞种植， 但搞光伏产业有着得天独
厚的优势。

邓亚平介绍， 去年5月中旬，西
渡镇党委书记胡胜利来村里了解情

况，邓亚平向他反映，村里不少地方
电压不稳，热天用电量大，村民煮饭
不熟。 到了抗旱季节，马达带不动，
人畜饮水困难。根据村里情况，村支
两委想借鉴外地经验搞光伏发电，
胡胜利当场拍板搞这个项目，借“太
阳”照亮村里的脱贫路。

今年4月，项目确定后，县委书记
曾秀先后4次来到盘龙村调研。 曾秀
说，村里的光伏发电项目是衡阳县第
一个光伏发电扶贫项目，务必保质量
保进度，要求西渡镇及驻村扶贫后盾
单位全力帮助解决项目资金问题。

盘龙村光伏发电项目需投资
80万元。 而村里集体经济收入少，

资金缺口很大。胡胜利决定，由镇财
政预借30万元作为项目启动资金，
分6年免息还清。 余下资金缺口，由
县扶贫办、县发改局、县农开办等扶
贫后盾单位解决。

光伏发电项目需用地2亩,项目
开工后，盘龙村村民通情达理，积极
支持。 年逾七旬的贫困村民孙华宇
有一块油菜地在光伏发电项目用地
范围，地里油菜过10多天就可收割
了，老人听说要搞光伏发电项目，主
动提前收割油菜，对损失只字不提。

今年6月中旬，盘龙村光伏发电
扶贫项目并网发电， 每年可增加村
级集体收入10多万元。

� � � �湖南日报8月11日讯 (记者 王
文） 长沙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今天
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长沙
新增开户职工84205人。 截至2017
年6月底，长沙市住房公积金累计归
集总额569.89亿元。

“今年1至6月，长沙市新增住房
公积金开户单位1196家， 新增开户
职工84205人，完成住房公积金归集
50.82亿元，截至今年6月底，长沙市
住房公积金累计归集总额569.89亿
元，归集余额312.84亿元。 ”长沙住
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彭欢首说，
在住房公积金归集额快速增长的同
时， 住房公积金在支持职工住房消
费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据相关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

全市提取住房公积金25.05亿元，发
放个人住房贷款10613户、个贷金额
40.25亿元， 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80.5%。 完成业务收入4.88亿元，实
现增值收益2.39亿元。 截至今年6月
底， 住房公积金个贷总额388.85亿
元，个贷余额274.32亿元，试点项目
贷款余额3.4亿元， 住房公积金个贷
率87.69%。

为提高公积金贷款业务办理效
率，更好地服务公积金缴存人，长沙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举办了贷款新
流程操作培训、“情系缴存者， 上门
送服务”等活动，对贷款进行流程再
细化、完善、规范，确保客户对贷款
办理的各个环节、 时间可进行实时
查询。

� � � �湖南日报8月11日讯 （记者 雷
鸿涛 通讯员 周纯华） 从5月6日起
至12月31日， 怀化市开展金融秩序
专项整治行动。 该市各级法院积极
参与专项整治行动， 依法维护金融
稳定， 为构建良好金融生态环境保
驾护航。 8月11日， 记者从怀化市
中级人民法院获悉， 全市基层法院
已受理涉金融机构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案件372件、 标的3.78亿元， 已
审结185件。

为推进金融秩序专项整治工
作， 怀化中院成立了专门的工作机
构， 并下发了“化解农村商业银行
金融风险、 积极帮助清收不良贷款
方案” 等文件。 怀化中院副院长曾

凡田告诉记者， 为提高办案审执效
率， 该院已从鹤城区法院提级涉怀
化市农商行的长期未执结的17件案
件 （标的3910万元） 到中院执行。
为解决案多人少的矛盾， 将怀化市
农商行起诉到鹤城区法院的25件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标的1.65亿元）
指定到洪江区法院、 中方县法院、
芷江侗族自治县法院审理。

据了解， 开展金融秩序专项整
治以来， 怀化市各基层法院也成立
了工作机构， 制定了整治行动方
案。 溆浦县法院、 沅陵县法院、 洪
江市法院举行了执行兑现大会， 分
别兑现执行款1100万元、 222.93万
元、 330.64万元。

� � � � 湖南日报8月11日讯 （记者 蒋
睿 通讯员 冉春雷） 今天上午， 湘
潭市召开市纪委派驻机构全覆盖工
作会议， 要求各派驻纪检组提高政
治站位， 全面增强做好派驻全覆盖
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不断把派
驻全覆盖工作推向深入。 这标志着
湘潭市纪委派驻机构实现全覆盖。

推进派驻机构改革是全面深化
改革的规定动作， 是一项严肃的政
治任务。 根据省纪委要求， 湘潭市
共设立派驻纪检组25家， 其中， 综
合派驻17家， 单独派驻8家， 实现
对70家市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

检机构全覆盖。 湘潭市纪委派驻机
构由市纪委直接领导、 统一管理，
向市纪委负责。

湘潭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曹炯芳说， 全市各级党委 （党
组） 要切实加强对派驻工作的组织
领导， 加强衔接沟通和人员选派培
训工作， 完善体制机制， 把各方面
协调工作、 保障工作做实做细做到
位， 确保派驻有力、 有为、 有效。
同时， 市纪委要抓好管理和自律，
全面加强派驻纪检组的管理和监
督， 用铁的纪律带队伍， 打造忠
诚、 干净、 担当的纪检铁军。

湖南日报记者 贺威

树上掉下来一个苹果， 启发牛
顿发现了万有引力。 从天而降的棉
被、矿泉水、饼干、方便面，在李慰心
中种下了慈善的种子。 8月8日，在长
沙坡子街社区， 长沙崇善公益联盟
理事长李慰接受长沙市民政部门的
项目验收后， 把记者带入了他的公
益世界。

结“善缘”从受助到援助
今年27岁的李慰， 出生在益阳

沅江市共华镇， 洞庭湖边的水窝子
里长大，记忆里满是洪水的影子。

“1996年洪水，直升机投下了救
命物资，那时候我就问爸爸，别人为
什么给我们东西？ ”李慰说，虽然不
记得父亲的答案了， 但当自己想清
这个问号时， 他已经能给急需帮助
的人施以援手了。

今年7月1日，暴雨侵袭长沙。 在
长沙团市委指挥下， 李慰通过长沙
市青年志愿者联合会联动22家志愿
服务团队，组建了“守护长沙，抗洪
救灾”青年志愿救灾队。

驻点在长沙浏阳河小学， 李慰
24小时没吃过一口饭，连着3天没有
睡过一个完整觉。 他和小伙伴们晚

上忙着在湘江岸边巡查， 白天忙着
组织力量，帮助有困难的群众。

历经13天， 他们共募集救灾爱
心物资、资金共计205万余元，分42
批次将物资送到各受灾严重的地
区。

做“善事”从大学到社会
时光倒转到2007年秋天， 李慰

拎着两蛇皮袋行李， 成了湖南商学
院大一新生。 大学里的社团朝气蓬
勃，吸引了李慰。“时髦点的我都没
接触过， 爱心基金公益社一听名字
就适合我。 ”李慰说。 凭借出色的管
理才能和沟通能力， 一年后李慰就
成了理事长。

亲身感受过农村留守儿童的状
况， 李慰把社团的工作重心放在了
留守儿童教学辅导和心理疏导上。
2009年， 李慰发起了新农村助教行
动，他一边身体力行支教，一边到长
沙各高校演讲， 动员更多大学生参
与其中。 李慰的演讲才能也得以显
现，招来了一大群“慰粉”。

推广助教行动， 是体力和脑力
的双重考验。 要下到偏远农村，李慰
坐大巴到了一个县城、乡镇后，就租
摩托车到村里去，跑了很多地方，有
时就住在村里。 蛮拼的李慰，敲开了

留守儿童的心门。 他获得了中国首
届、 第二届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
银奖。

尽管斩获殊荣， 但李慰感到还
有很多东西要学， 大学里就向老师
请教如何招募师范类专业学生做志
愿者。

2011年李慰大学毕业， 怀揣致
力于留守儿童教育的梦想， 他来到
深圳面试了8家教育机构， 拿到了7
家机构的offer， 最后他选择了工资
最低但最专业的一家。

在大学里， 李慰早已练就了赚
钱的能力，在月亮岛上创业成功，他
还有个雅号“月亮岛主”。 他也被评
为长沙创业之星、长沙创业导师，开
展巡回演讲上百场。

让“情怀”和智慧联姻
在深圳的半年内， 李慰连升3

级， 机构负责人开出20万年薪挽留
他。“我是带着梦想来的，也要带着
梦想回去了。 ”在他的倡导下，他的
志愿者小伙伴也都已寻找专业教育
机构学习。

成立飞翔教育创新发展中心
后， 当时在学校一起做公益的小伙
伴重新聚到一起， 开启了专职公益
之旅。 他们的项目从一个镇试点开

始，遍及省内大部分市州的200多个
乡镇。

管理、教师奖励、人员工资、课
程设计等，李慰都在不断探索，努力
成为更专业的社会公益组织。 他还
申请了教育部门关于留守儿童心理
和行为的课题研究。

2013年底，在扩张中，李慰经历
了经费紧张的危机。 一些跟着自己干
了多年的小伙伴由于生活的压力，被
迫离开。李慰难过极了，他甚至晚上一
个人偷偷跑到了浏阳河边。

“弯过了99道弯，还是流到了湘
江，这点挫折算什么！ ”第二天，他给
自己和同事打气， 然后重新梳理思
路，调整行动。 到现在，飞翔教育通
过政府购买社会服务、 企业赞助支
持以及自身造血， 他们的组织又恢
复了生机活力， 服务了8000多名留
守儿童， 间接影响上万人。 他个人
也荣获第十届中国青年优秀志愿者
个人奖， 湖南省社会组织优秀党
员， 湖南“雷锋式青年志愿者” 等
荣誉称号。

在寸土寸金的坡子街， 社区为
他们提供了免费办公场地。 李慰告
诉记者， 他们还为专职志愿者提供
食宿， 购买了保险。

为把公益事业做得更专业， 李
慰还在攻读研究生， 研究方向就是
社会公益管理。 他说： “我投入所
有精力要把一件事做到极致时， 那
么我的选择一定没有错， 做公益就
是这样。”

� � � �湖南日报8月11日讯 （记者 王
文 王晗） 企业出资支持减排项目，
以抵消自身温室气体排放， 从而减
少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 这一减排
方式就是“碳中和”。 今天上午，
中国金茂联合湖南湘江新区管委
会、 北京环境交易所共同发起成立
长沙梅溪湖“碳中和” 联盟， 并承
诺将用节约下来的成本支持湖南的
环保事业， 80多家企事业单位成为
联盟首批成员。

为进一步推动长沙市低碳城市
建设， 中国金茂在实现“碳中和”
的基础上， 联合湖南湘江新区管委
会、 北京环境交易所共同发起并正
式成立长沙梅溪湖“碳中和” 联
盟， 万科、 中海等80多家企事业单
位纷纷响应加入联盟， 共同倡议园

区树立“零碳” 目标， 引导全社会
主动参与减排事业、 承担更多生态
责任与社会责任。 在当天举行的
“碳中和” 论坛上， 与会专家和代
表围绕“积极主动减排、 共建绿色
新城” 进行对话与交流， 引导全社
会共同参与低碳社会建设。

作为长沙梅溪湖“碳中和” 联
盟发起单位之一,中国金茂一直被视
为行业“低碳先锋”。 截至2017年6
月， 中国金茂共计获得各类绿色建
筑标识90个， 占总开发项目90%以
上， 居全国第一。 中国金茂副总裁
林怀文表示， 中国金茂计划将“碳
中和” 工作陆续推进到中国金茂所
有的城市运营项目中， 同时希望更
多的城市、 更多的企事业单位、 更
多的项目加入到这个行列。

� � � � 湖南日报8月11日讯 （李曼斯
朱珠）“一首小诗送给您， 我亲爱的
外婆……外婆， 我想告诉您， 我想
你。 ”一声声深情款款的呼唤，一封
封感人至深的家书。 今天，华夏银行
“华夏之星”系列活动“一封家书”长
沙分赛区朗诵比赛在长沙分行举
行。 来自深圳、南宁、上海等8家机构
的参赛者齐聚一堂，朗读家书。

知礼仪、 重家风是中华民族的
优秀传统。 华夏银行围绕承家训、树
家风开展“一封家书”朗诵比赛，参
赛者或执笔原创、或挑选佳作，为家
人朗读家书。 该活动是“华夏之星”
系列活动之一， 也是继2016年开展
“不忘初心 为你读诗”活动的延续。

“华夏之星”是由中国中小企业

协会与华夏银行联合发起的助力小
企业家能力提升的开放式公益平
台。从2014年至今，“华夏之星”先后
在湖南长沙望城区、河北怀安县、河
北涞水县建成3座乡村学校图书馆，
超过2000名孩子直接受益。

据了解， 此次朗诵活动由华夏
银行各分行选拔出2名选手参加分
赛区比赛， 长沙分行是华夏银行总
行选定的5个分赛区的承办行之一。
对于各分赛区选拔出来的选手， 总
行将组建评审团， 评选出5位优秀
诵读者参与9月15日“华夏之星”
初心图书馆落成仪式现场的“一封
家书” 诵读活动， 现场为学校的孩
子们朗诵， 为山区孩子增添前行的
动力。

“太阳”照亮脱贫路

湖南日报记者 杨元崇
通讯员 王芳 钱继霖

8月9日，太阳刚冒出山头，泸溪
县武溪镇大溪村三岔路口响起摩托
车的声音， 这是村民陈世武从市场
上卖完菜回来了。“自从县发改局扶
贫工作队来了，一条“天路”修到了
家门口，出行方便了，蔬菜运输便捷
了，收入越来越好！ ”他高兴地说。

陈世武一家有椪柑15亩，苗木8
亩，蔬菜4亩。自从修了通村路，他的
地里全部改种经济作物， 每年可以
增收3万元。 如今，全村像陈世武一
样从事经济作物种植的村民有10
多户，村民增收又有了新路子。

这条路， 也直通山下的泸溪县
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村民陈
兵就在山下的企业上班。每天下班，

摩托车一溜烟功夫就到家了。“还能
照顾家里的农活！”他笑呵呵地告诉
记者，像他一样，每天在家门口就业
的村民就有100多人。

3年前， 这里的村民进城一趟需
要翻山越岭，在羊肠小道上足足走上
半天。 卖点山货，买点柴米油盐，也全
靠肩挑手提。 层峦叠嶂，一道道峭壁
天险成为村民进出大山的障碍，有的
老人甚至一辈子没出过村。 通路，成
为大溪村几代父老乡亲的热切期盼。

“精准扶贫政策好哩，好日子会
越来越红火……” 几名从街上回家
的老乡笑着跟记者打招呼， 其中一
人兴奋地说。 2015年8月，挖掘机的
轰鸣声打破了山村以往的宁静，县
发改局筹资150余万元建设的大溪
村通组公路正式开工了。经过3个多
月奋战，“天路”修通了，大溪人从此

由山里走向了山外。
借助这条“天路”，大溪村的蔬

菜、 水果等产业不断发展壮大。
2016年，该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7.6
万元。

走出大山， 曾是大溪村人的梦
想。如今，让人走进大山观光旅游成
了他们的新追求。这些设想的实现，
都得益于他们修建的这条公路。

大溪村党支部书记石泽华介绍
说，由于独特的自然风光，在县里支
持下，大溪村开辟了一条旅游专线，
做好“山水文章”。走进大溪村，如同
走进一幅山水画，山美水美、空气清
新。天桥山森林公园在大溪村境内，
雄奇险峻；山脚下的武水湿地公园，
千姿百态。 村里，石板路、木板房独
具山区民俗风情。

村民陈智华说， 他有3个致富

梦：山崖上通路、搞养殖业、开农家
乐。 如今，他已养了150只山羊，前
两个梦想都已经实现， 正在为第三
个梦想打拼，想让来村里的游客“吃
上绿色食品”。

今春， 大溪村在精准扶贫联系
单位的支持下， 建设百亩精品葡萄
产业观光致富带，预计3年后可以挂
果，5年后将全面见效； 通往天星寨
的公路沿线， 种植了1800多株樱
花、桂花和樟树，正在茁壮成长；在
忠排岭，投入210万建设300千瓦的
光伏发电厂，开发潜力巨大……

“道路畅通百业兴旺，有了这条
希望路， 大溪村的发展步伐会越来
越快， 老百姓也会早日脱贫致富奔
小康……” 扶贫工作队队长白开富
在村口与几名种养大户喜滋滋地聊
着诱人的前景。

“天路”打开致富门
长沙住房公积金归集总额
达到569.89亿元

开展金融秩序专项整治行动
怀化基层法院受理涉金融案件372件，标的3.78亿元

设立派驻纪检组25家
湘潭纪委派驻机构实现全覆盖

长沙梅溪湖“碳中和”联盟成立
节约下来的成本用于支持湖南环保事业

华夏银行举办“一封家书”
朗诵活动

爱心循环
———长沙崇善公益联盟理事长李慰的专业志愿者之路

敬老院里
笑容欢

8月10日， 龙山县兴隆街
道新城中心敬老院， 老人在
娱乐。 为改善农村五保对象
的生活环境， 该县在21个乡
镇街道建立32个敬老院， 实
行统一模式、 统一标准、 统
一配置， 不仅有客厅、 卧室、
卫生间等， 还有公园、 娱乐
健身等场所， 让老人们安享
晚年。

曾祥辉 张军 摄影报道

精准扶贫 在三湘
扶贫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