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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8月27日讯 （通讯员 廖佚 记
者 刘勇）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独辟蹊径，
立足农村电商教育， 以此推动精准扶贫。该
学院党委书记周忠新今天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透露，近5年来，学院已培养出近3000名
农村电商专业人才，其中半数以上正在为贫
困农民提供服务。

周忠新介绍，这些年我国电子商务发展
非常快，城里竞争已经很激烈，但既懂互联
网技术又了解“三农”现状的农村电商人才
很少。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依托供销社行
业办学， 发挥自身长期为农服务的优势，创
新教学方法，成为我省最早开始培养农村电

商人才的高校之一。
据介绍，该学院采用“理论教学+项目实

训+轮岗实习+创业孵化”的育人模式，把校
内学习和企业锻炼两个阶段充分融合，实行
校企双管、双育、双创教学，取得良好效果。
一批批学子学成后积极投身创业实践，为促
进我省乃至我国农村电商发展，带动贫困农
户脱贫致富发挥了重要作用。2013届毕业生
罗钦，通过开办网络茶叶公司，去年带动安
化县东坪镇百选村贫困农民和福建省福安
市社口镇坦洋村茶农增收60余万元。

作为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电子商务培
训基地，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还开办公益

性培训班，给全省农民合作社理事长、种养
大户、涉农企业负责人等授课，引导学员在
网上实施农产品交易。截至目前，已有2万余
人次接受培训，带动电子商务知识和技术真
正走进农村。同时，该学院组织有关专家深
入各地开展电商扶贫送培训下乡，为农村电
商提供咨询服务。

通过与校外资本合作，湖南商务职业技
术学院参股“网上供销社”和“鑫瑞惠民供销
（湖南）”两家公司，投身农村电商市场，也为
学校农村电商教育提供绝佳的“实训”机会。
近两年，两家公司累计实现农村电商交易额
接近37亿元，6000多户贫困户受益。

湖南日报记者 邹靖方
通讯员 陈凡军 王玉胡

一根网线、一台电脑、一部手机，互联网
和移动互联网的魔力，在扶贫工作中有着生
动的体现。

湖南移动依托“互联网+”、云计算、大数
据等先进技术，开发了一个为精准扶贫服务
的APP大数据平台。在这个平台，贫困户基
本情况、帮扶工作情况、各项措施落实情况，
一目了然； 甚至扶贫干部每天的工作轨迹，
都一览无余。 湖南移动开发的这款APP，已
成为精准扶贫的全能好帮手。

8月下旬， 记者在花垣县者仁村采访扶
贫干部石艳文时，他对此深有感触。他每天
的工作都离不开手机，更准确地说，是离不
开他手机里的一个精准扶贫APP。

在石艳文的手机里，详细记录了贫困户
石志成家的情况：家庭人口4人；主要致贫原
因，缺技术；帮扶措施，加入村里的猕猴桃产
业……

石艳文告诉记者， 以前走访帮扶对象，
都用本子做书面记录，农户确认也需要手写
签字。现在有了移动精准扶贫APP，信息采

集更加及时精准和详细全面， 人均收入，劳
动力、住房、用电、交通、饮水情况以及大病
保险和在校学生情况等，都有详细的记录。

精准扶贫APP还可在平面地图和卫星
云图上，精准定位贫困户的地理位置并查看
贫困户详细帮扶信息，多角度统计分析贫困
户的数据情况，从户级、村级、县级、市级、省
级数据结构，分类别、分程度展示，并通过时
间轴同比环比展示扶贫成效。

“借助精准扶贫APP，扶贫人员可以完
成如确定帮扶对象、制订帮扶计划、实施帮
扶措施等全方位扶贫工作，实现精准扶贫管
理。”湖南移动相关负责人说。

精准扶贫APP， 更是产业扶贫的好平
台。

通过大数据平台， 为精准扶贫打造帮
扶衔接链。目前，湖南移动精准扶贫APP运
营 管 理 平 台 已 录 入 313519户 贫 困 户 、
1065814个贫困人口基本信息，协助扶贫部
门管理扶贫干部19309名，实现与贫困户精
准对接。

利用APP平台，先后组织和参与“古丈
毛尖”“悬崖蜂蜜扫码扶贫”“高山枇杷扫码
扶贫”“怀化辰溪黄桃扫码扶贫”等多个电商

扶贫专题活动， 充分运用公司电子商城、互
联网渠道、和包等多个自有平台，帮助贫困
户销售滞销农产品， 为贫困户直接增收100
多万元。

精准扶贫APP要发挥作用，必须让贫困
户用得上手机，用得起手机。为此，湖南移动
在贫困地区推出了一系列优惠政策。

积极推进“4G网络覆盖、广宽带覆盖”
两个百分百覆盖行政村的工程，同时还降低
手机号卡的使用资费、 家庭宽带使用费等，
推出“贫困户专属资费———扶贫卡、贫困户
特惠家庭宽带”。

2017年，湖南移动首先提出了创建100
个示范乡(镇)、1000个示范村(组)的目标，并
给予每个“信息化示范乡镇”2万元、每个“信
息化示范村组”5000元的信息化示范补贴。

为让更多贫困村民用得起手机和移动
网络服务，湖南移动还为贫困户免费提供超
清电视、扶贫政策、农技信息精准推送、手机
通话等信息普遍服务， 解决贫困户上网难、
看电视难、通信难的基本需求。

目前，湖南移动在全省累计发放扶贫信
息卡8.1万张，每张优惠28元/月，为贫困户
年累计优惠费用2721.6万元。

湖南日报8月27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梁国清 赵颜忠）今天，中南大学湘
雅三医院医联体成立大会暨第十一届新湘
雅基层医院院长论坛在长沙召开，“新湘雅
移动医疗平台”受到与会代表的高度评价。

近日， 江华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骨科
医生遇到一疑难病例， 当地医生用手机向
“新湘雅移动医疗平台” 发起会诊申请。湘
雅三医院骨科主任吴松通过手机登录，查
阅患者住院病历、 影像资料及其他检查结
果，通过在线互动和视频交流，给出会诊结
论，确定了下一步治疗方案。

“平时我们到省城就医，要坐车5个小
时，排队挂号、就诊、检查，劳累好几天，还
不一定能够住上院，或者看得上专家号。现
在通过手机就可以得到湘雅专家的会诊意
见，省心多了。”接受会诊的患者王女士说。

湘雅三医院院长陈方平介绍，2016
年开始， 湘雅三医院在省内率先建立移
动医疗平台， 探索运用移动互联网对医
联体内医疗机构实施精准帮扶， 目前上
线临床医技科室53个，上线“共享医生”
500余名，连接市县医院及基层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100余家，服务范围涵盖湖南及
广西、贵州等地。

“此平台建立后，通过手机就能随时、
随地、随身，对所有医联体联盟医院开展会
诊、 查房、 病例讨论等医疗服务， 简单高
效。”吴松介绍，与传统远程平台相比，移动
远程平台打破了时间与空间限制， 医生是
直接发起人和接收人， 而且利用医生业余
时间，不影响正常的临床业务。对于一些重
特大疾病患者， 可以通过湘雅三医院绿色
转诊通道，实现高效规范的转诊。

精准扶贫 在三湘
扶贫故事

湖南商务职院助推精准扶贫独辟蹊径

培养近3000名
农村电商专业人才

湖南移动APP，精准扶贫全能好帮手
湖南日报8月27日讯（记者 于振宇 通

讯员 喻景文）今日云骈渡鹊桥，应非脉脉与
迢迢。8月27日， 由共青团湖南省委主办、湖
南省青少年活动中心承办的“情定七夕·就
约你”大型相亲交友公益活动在省青少年活
动中心举行。来自全省的党政机关、驻地部
队、企事业单位、街道社区、医院、社工和教
育系统的800余名单身青年到场参加。

本次活动， 旨在帮助在长沙地区工作
的各行业优秀单身青年们创造一个相互认
识、相互交流、发展友谊、收获爱情的平台。
活动现场，“爱的体验”（齐心合力）、“爱的
勇气”（协同作战）、“爱的追逐”（撕名牌）等
精彩互动游戏让青年男女们迅速熟络起

来，经历了3个小时的游戏互动，在相互协
作过程中，男女青年们展示了自我，增进了
了解，在活动的最后，许多男女青年互留联
系方式。

据介绍，除了每年在“七夕”前后举行
大型交友相亲活动外， 湖南省青少年活动
中心自2012年7月以来， 坚持每月举办一
期“青春有约·缘来是你”单身青年相亲公
益活动，目前已成功举办了52期，吸引了来
自各行各业的12000多名青年参加，600多
对青年男女成功牵手。 湖南省青少年活动
中心每月下旬举办单身青年相亲公益活
动， 欢迎社会各界青年朋友加入“青春有
约·缘来是你”单身青年相亲交友俱乐部。

500余名“共享医生”在线服务
新湘雅移动医疗平台助力医联体建设

湖南日报8月27日讯 （记者 于振宇
通讯员 曾嚷） 今天， 来湖南参加2017年

“湘吐手拉手·相约中国梦” 民族团结融情
实践活动的新疆吐鲁番市的50名维吾尔
族少先队员，同我省50名少先队员现场结
成50个爱心互助对子。

8月23日， 新疆吐鲁番市的50名维吾
尔族少先队员在辅导员老师们的带领下，
来到湖南参加为期一周的2017年“湘吐手
拉手·相约中国梦” 民族团结融情实践活
动。在为期一周的活动中，吐鲁番市的少先

队员们在长株潭三市红领巾小导游的带领
下，先后参观了毛泽东故居、岳麓书院、湖
南第一师范、省科技馆、省文化馆、省青少
年活动中心、长沙市规划馆、株洲中车集团
等地， 与三市的少先队员开展联谊活动并
进行了深入交流。

按照全国新一轮对口支援新疆的统一
部署，自2012年以来，团省委、省少工委联合
吐鲁番团市委连续6年举办了两地青少年和
辅导员交流活动， 为不同民族的青少年们
“手牵手”搭起一座互助互爱的“连心桥”。

800余名单身青年“情定七夕·就约你”

湘疆青少年民族团结融情
实践活动举行

勇哉！英雄的湖南人民
———我省抗击历史罕见暴雨洪水回眸（下）

7月2日下午，长沙县 梨镇黄兴大道和福中路，抢险人员出动冲锋舟转移被洪水围困的群
众。（资料照片）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荨荨（上接1版）
这几条关键决定， 让原本慌乱的大堤沉

静下来， 为最终打赢沙田垸保卫战打下了坚
实基础。

7月3日23时许， 资江大堤羊角电排附近
出现一处直径达3米的管涌群，30多米长的大
堤塌陷。 管涌群之大之猛， 堤身塌陷之深之
长，连“老水利”都罕见。羊角电排地处人民
垸，一旦溃堤，比垸内民房高3米左右的洪水
就会一泻而下， 危及垸内兰溪镇5万多人，同
时威胁到烂泥湖垸内赫山、湘阴、望城等区县
数十万群众安全。情况万分危急！

益阳市委市政府立即行动， 市委书记闻讯
迅速赶往管涌点，带头抢险；市长坐镇市防指，
调度抢险人员和物资。 前线指挥部会商后迅速
拿出“三管齐下”的抢险方案。经近2000人约2小
时紧张战斗，终于化险为夷，“抢”出了奇迹。这
次抢险，共消耗砂卵石1.1万立方米，回填黄土1
万立方米，动用各类机械1000余台（套）。

道路毁了可以再修，房子倒了可以再建，
庄稼淹了可以再种，但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抗
洪救灾中， 各级党委政府始终把确保人民群
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

面对沅水流域出现的严峻形势， 常德市
科学决策，将所有水库腾库迎洪，确保了群众
生命安全，并将财产损失降到最低。

自治州泸溪县浦市、 武溪两镇面对洪水
突袭，及时安全转移群众近4万名。邵阳市大
祥、双清、北塔3个区在洪峰到来前，完成了资
水、 邵水两岸居民转移。 洪峰过境新化县城
前，资水沿岸海拔低于174.5米地区的10余万
名群众快速有序撤离。

6月29日，位于沅水上游的托口电站高水
位运行， 省防指作出加大大坝下泄流量的调
度，怀化市有5个县（市、区）急需转移大批群
众。该市迅速发布紧急通知，“宁听骂声千遍，
不听哭声一次”，采取党员干部包片、包街道、
包社区、包乡村、包户包人的方法，迅速转移
群众，确保不留死角、不漏一人。由于部署周
密、工作到位，6月29日至7月2日，怀化市共紧
急转移群众29.34万人，实现零伤亡。

不忘初心、舍生忘死，共产党员
战斗在抗洪一线

8月27日，长沙市望城区丁字湾街道翻身垸
阳光耀眼。湘江静谧流淌，偶有白鹭掠过河面。

时间回拨到7月1日， 当时翻身垸全线告
急，超保证水位、超历史最高水位。水情就是
命令， 丁字湾街道党工委迅速成立翻身垸抗
洪救灾临时党委，将党旗插在防汛一线大堤。
500余党员干部身先士卒， 带领群众筑子堤、
堵管涌， 保证了大堤和堤后几千户居民和万
亩良田的安全。

洪水冲向哪里， 党组织就把堡垒筑在哪
里。 省委组织部及时向全省基层党组织和广

大党员发出抗洪救灾紧急动员令， 各级党组
织特别是受灾地区的7万多个基层党组织在
最短时间行动起来，组建了6万多支党员抗洪
先锋队、突击队，设置了2万多个党员责任岗，
成为灾区群众的“主心骨”“顶梁柱”。

肆虐的洪水， 给刚通过换届选举上任的
村支书们出了一道大考题。大考面前，他们救
人在前、抢险在前、安置灾民在前，用行动作
答这场“入职考试”。

长沙县黄兴镇仙人市村浏阳河段出现管
涌险情，几次用木板封堵无效后，村支书刘兵指
挥大伙，将自家皮卡车推向管涌处。在新宁县金
石镇白沙村， 村支书李秀祚驾船来回20余次，
转移群众40余人。村民劝他休息一会，他说：“水
不退，我不撤！”平江县梅仙镇小源村支书黄文
虎带着村民在防汛一线连续奋战， 自家价值
120万元的木材被洪水冲得一根不剩。

狂风暴雨、滚滚洪流中，广大党员干部奋
不顾身、勇往直前，一些人献出了自己宝贵的
生命。

7月1日早晨， 益阳市资阳区新桥河老车
站接连出现管涌。长茅仑村村民小组长、老党
员周述生谢绝了让他留守村部的建议， 坚持
和其他防汛人员赶到大堤上， 抬木桩、 装砂
袋、除杂草……管涌堵住了，周述生却突发心
梗倒下了，再也没有醒过来。

同一时间，宁乡县流沙河镇遭遇特大洪水，
全镇电力供应和通讯信号几乎全部瘫痪。47岁
的国网宁乡县供电公司流沙河供电所员工、共

产党员何佳建连续280多个小时坚守在抗洪救
灾一线，确保自己服务的13个台区1276户农户
率先通电，而他却倒在了电线杆下。

同样倒在抗洪抢险第一线的， 还有汨罗市
三江镇花桥村支书李大元。8月11日， 湖南部分
地区再遭洪水肆虐。 汨罗市三江镇洪源河水位
猛涨，河西岸10余户村民被困。救援船在转移群
众时意外侧翻，李大元和其他7人落入洪水中。

“快抓住木板！”岸边群众将一块木窗棂
丢给离河岸最近的李大元， 不识水性的李大
元却顺势把它推给了一位老人。老人得救了，
李大元却被滚滚洪流吞噬。

大灾不惧，大难不屈。全省基层党组织和
党员不忘初心、坚毅前行，在三湘大地防汛抗
洪一线向党、向人民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闻令而动、攻坚克难，人民子
弟兵、 公安干警用血肉之躯筑起
坚不可摧的“护民堤”

面对突如其来的历史罕见暴雨洪水，人
民子弟兵闻令而动， 与洪魔展开了一场生死
较量。

“桃江险情严重，请求部队紧急支援!”6月
30日17时，省军区紧急调度7000余名官兵、民
兵预备役人员，向抗洪一线集结，装填砂袋、
加筑子堤、转移群众、封堵管涌。

“湘江沿线多地超警戒水位、邵阳迎来特
大洪峰……”6月30日， 武警湖南省总队兵发

多路，陆续出动近1000名兵力，奔赴邵阳、益
阳、长沙等地抗击洪灾。

这是一支敢打敢拼能打胜仗的队伍！危
急时刻，人民子弟兵冲在一线，给灾区人民带
来希望和力量。

7月5日凌晨， 益阳市资阳区民主垸沙头
镇永民村资江大堤接连发生3处管涌险情，武
警湖南省总队直属支队官兵紧急驰援， 投填
数千个砂袋， 但管涌处仍在不停渗水。“共产
党员跟我上！”关键时刻，支队政委谢四平一
声大喊，第一个跳入齐腰深的水里。官兵们士
气大振，激战6小时，成功处置管涌险情。

只要有一线希望， 冒险也要确保人民群
众安全。6月29日下午， 永州市零陵区珠山镇
一位79岁的老人被洪水围困近5个小时。区人
武部组织人员火速赶往现场营救。当时，老人
已被逼到激流中一棵小树上，险象丛生。看到
群众安全受到威胁， 官兵们冒着生命危险强
行渡河，最终将老人营救上岸。

灾难面前，各地公安干警、消防官兵个个
勇挑急难险重任务，人人英勇顽强无所畏惧，
闪烁的警徽成为灾区群众真诚的期待。

7月1日， 一张照片瞬间刷爆了长沙市民
朋友圈。照片中，一面是已快与桥面齐平的江
水，一面是架上砂包、支起钢板阻住江水的公
安干警。迎着风浪，干警们无所畏惧。

7月1日， 长沙市望城区乌山街道沩水河
南中垸大堤发生穿孔溃口险情。 长沙公安消
防抗洪突击队官兵不顾自身安危，跳入近1米
深的水中，一边用身躯组成“人墙”减缓水流
速度，一边用砂包搭建人工堤坝。

洪水无情，人间有爱。这群最可爱的人迎
着洪水而上，追着洪峰而进。他们舍身忘己、
风雨兼程， 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道坚不可
摧的“护民堤”。

守望相助、众志成城，抗灾救灾
的感人故事在三湘大地接连上演

洪灾面前， 一股股应急救援力量迅速集
结， 一支支救援抢险队伍陆续抵达， 守望相
助、众志成城。抗灾救灾、重建家园中，一个个
英勇感人的故事在三湘大地接连上演。

“姜畲镇发大水了，有谁跟我去抗洪，现
在来会议室报名。”6月30日上午，湖南华银酒
店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付锡文在公司微信群
里发布抗洪抢险召集令。不到10分钟，只能容
纳40人的会议室涌入了100多人。

经政府部门同意，当天下午，付锡文率领
华银应急救援小分队60多人赶到抢险现场，
装砂袋、架水泵、堵管涌……在堤上守护了8

天6晚。
兄弟齐心，其利断金。
在永州市冷水滩区，唐新林、唐满元兄弟

被人们称为“雷锋兄弟”。7月1日至3日，他们
驾驶自家的小渔船， 连续72小时来回穿梭在
被洪水围困的居民家中， 成功转移被困人员
300多名。

7月1日， 宁乡县沩山乡祖塔村59岁村民
周爱香，因突发泥石流被自家倒塌房屋掩埋。
“大家帮一下忙，说不定还有救！”村民们拿起
锄头、铁锹，自发营救周爱香，不料遭遇第二
次泥石流，参与救援的何望林、严国生等8人
不幸牺牲。

洪水冲垮了道路农田、楼房农舍，也冲洗
出人间真情真爱。据不完全统计，抗洪期间，
全省共有1000多支志愿者队伍奔赴一线，配
合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开展抗洪救灾。至7
月3日，全省共投入志愿者63万人次，组织各
类船只170余艘，帮助转移群众3万多人，救出
被困群众2300余人。

省属国有企业主动担当，冲锋在前，以实
际行动彰显国企大爱。

7月2日6时30分，湘江长沙站超历史最高
水位。 华天集团精心挑选近100名精兵强将，
组成抗洪抢险应急分队，赶赴湘江沿线，装运
砂袋、加固河堤……

7月1日，湖南路桥九分公司一项目部接到
泸溪县防指请求支援电话，迅速组织50人及数
台挖机、装载机、吊车、后八轮货车等，赶至浦市
镇防洪大堤撇洪渠抢险。 在全体抢险人员共同
努力下，险情于2日4时20分被成功控制。

由非公企业组成的抢险先锋队， 持续奋
战在抗洪一线。

山河智能提供5台挖机及10余名专业操
作人员，支援长沙县抗洪抢险。湘潭九华经开
区双庆渠水位猛涨，泵站告急，泰富重工快速
响应，连夜赶制大型钢板。三一重工本已出动
自卸车30余台、救援人员2批投入抢险，3日得
知宁乡灾情严重， 又组织20台挖机及操作手
参与救援。 广汽三菱与省红十字蓝天救援队
携手，无偿提供专业越野车辆参与救援，并连
夜采购受灾地区急需物资运往前线……

洪水刚过， 我省各地又迅速开展紧张的
灾后重建工作。 社会各界有钱出钱， 有力出
力，驰援受灾地区。

蓝思科技董事长周群飞组织“洪水无情，
蓝思有爱”赈灾募捐活动，并捐款500万元。老
百姓大药房员工在董事长谢子龙带领下，除
捐赠价值超过20万元的药品外，还捐款100万
元用于灾后重建。 金东集团董事长吴向东通
过省慈善总会，为湖南捐款1000万元。他说：
“我们是从湖南成长起来的一家民营企业。天
灾面前，金东人永远和湖南人民在一起！”

据初步统计， 仅我省各级工商联支援抗
洪救灾的捐款捐物，就达到2.6亿元。

朗
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