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1月13日讯 （记者 肖军
通讯员 邓永松）一块草地上，15名居家
托养残疾人和亲属围成圈，在托养服务
中心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帮助下，玩起了
“击鼓传球”游戏，响起一片欢声笑语。

这是11月10日上午，在距沅陵县城

30公里外的二酉乡苗家水寨出现的场
景。15名居家托养残疾人“走出”家门，
参加“享受阳光”户外活动，共度快乐时
光。当天，托养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还为
残疾人理发，请来医生测血压、做按摩
并进行心理疏导等。

“让关爱阳光照亮每个残疾人的
心。”沅陵县残联理事长张远友介绍，今
年该县拨出专项资金，对150名智力、精
神和重度肢体残疾人实施托养救助，其
中购买社会服务100人， 通过托养机构
日间照顾20人、寄宿托养30人。

沅陵托养残疾人“走出”家门享快乐

湖南日报11月13日讯 （记者 徐荣
通讯员 尹奇军 刘银花）“老人家， 我们
代表区党工委来看望您了!”前不久，湘潭
市昭山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成秋兴来到昭
山镇新湖村力山组谭梅英老人家中，将
一把多功能轮椅送到老人身边。 今年3
月，谭梅英老人不慎摔伤，不能行走。成
秋兴在“脚步为亲，越走越亲”走访活动
中了解到这一情况后， 就买了一把轮椅
送上门，帮谭梅英老人实现“小心愿”。

“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人

永恒的价值取向。 昭山示范区党工委把
“脚步为亲，越走越亲”活动作为创新党
建工作的重要载体， 号召党员干部利用
休息时间，去群众家走走，把党和政府的
关怀带下去，将老百姓的诉求带上来。今
年以来， 该区党员干部已走访5095户群
众， 梳理出了144个群众希望解决的问
题，并将这些问题转交相关职能部门，限
期解决。目前，已解决128个问题。

“脚步为亲，越走越亲”活动，每个阶
段都有一个重点。换届选举期间，该区派

出100余名干部职工， 分为15个指导组，
每天到联点村（社区）摸清上届村（社区）
干部的基本情况和党员群众的要求愿
望， 排查出影响换届选举的各种不利因
素，真正做到底子清、情况明。今年6月下
旬，昭山遭遇特大洪灾。洪峰未过，干部
脚步就跨进了各村各社区，300余名干
部职工下到村（社区），一起开展灾后自
救。灾后重建期间，全区共走访569户群
众，现场解决群众困难和问题25个。

谈到下一步工作， 成秋兴表示，将

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推进“脚步为
亲，越走越亲”活动向更深、更广层次开
展。10月31日，昭山示范区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座谈会就开到了昭山镇七星
村，干部与村民共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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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晖
“非遗”新演绎“村晚”唱大戏

湖南日报11月13日讯 (记者 徐德荣 通讯员 唐兰
荣)11月10日晚，衡阳市“幸福花开·十九大精神润衡州”
系列活动之“金甲非遗梦·珠晖耀三湘”文艺晚会在珠晖
区茶山坳镇金甲村激情上演。田园里的舞台，全本土化的
创作团队，全原创演绎的非遗演出，一台原生态舞台、原
主创节目的本土“村晚”，引得现场万余名观众掌声不断。

渔鼓+说唱、根雕+沙画、柔术+武术，还将当地特产
“鸡(吉)萝卜”编入曲中，系列衡阳本土非遗全新演绎。节
目将古典与现代融合，书写传承与创新，展现了一幅幅欢
快、美好、和谐的珠晖新貌。

珠晖区委书记陈礼洋介绍，近年来，该区立足“一体
两翼”发展布局，大力推动乡村旅游发展，并通过该区非
遗项目的传承与创新演绎， 不断强化全区文化创新与文
化自信，以“文化大戏”推进农旅发展。2016年，该区旅游
经济逆势增长140.6%， 茶山坳镇荣获全国美丽宜居小
镇，今年，金甲村被评为全国美丽乡村示范村。

梅溪湖大剧院
让高雅艺术融入青少年教育

湖南日报11月13日讯 （记者 王晗）昨
天，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与长沙
市实验小学梅溪湖学校在长沙签约，共同开
展青少年儿童艺术教育系列活动， 优势互
补、资源共享，将课堂教育衍生到大剧院，推
动青少年艺术教育普及。

大剧院总经理贺文表示，未来大剧院将
陆续与多所学校展开合作，共建多元艺术项
目，推动“艺术+”系列普及活动走进校园，
提供演出信息丰富课程内容， 搭建学校与
国际知名艺术家交流平台， 为青少年提供
更多了解国际文化与艺术的机会与平台。

冷水江
向扶贫腐败问题“亮剑”

湖南日报11月13日讯（记者 周俊）11月
12日，冷水江市纪检部门组织检查组来到金
竹山镇，开展突击检查，确保扶贫资金安全
规范使用。冷水江市通过对扶贫资金的“全
覆盖”检查，共清理资金12.9亿元。

今年以来，冷水江市纪委监察局组织15
个检查组， 对14家管理扶贫资金的市直单
位、10个乡镇街道和14个扶贫村进行深入检
查，对5家市直单位进行专项审计。采用“三
查”“四看”“五不漏”的方式，对2013年以来
的所有扶贫领域资金进行“全覆盖”式检查。
目前已发现问题线索148条，约谈35人，立案
12人。

长沙
2000余人“为爱行走”

湖南日报11月13日讯（金慧 高雅）昨天
上午，“长沙慈善20年———为爱行走·善美长
沙”大型公益徒步活动在洋湖湿地公园拉开
帷幕，吸引了2000余人为爱参与行走。

此次活动负责人周平介绍，本次活动由
长沙市民政局、长沙慈善会等多家单位共同
筹办，通过徒步、定向挑战等形式，聚集社会
各界资源，推动全民健康和全民公益事业的
发展，吸引了“精准帮扶亲子助学行动”“平
安蓝天使———防溺水”等26个公益项目积极
参与。

江永
山地户外健身休闲大会举办

湖南日报11月13日讯(记者 唐善理 通
讯员 陈健林 )11月10日至12日，以“惊世女
书·香约江永” 为主题的中国山地户外健身
休闲大会在江永县举行。开幕会上，来自全
国各地的5000多名户外爱好者及世界举重
冠军廖素萍、世界蹦床冠军陶毅齐聚兰溪瑶
族乡勾蓝瑶寨。

这次大会共设有微马联赛、 徒步毅行、
自行车联赛等竞赛项目， 还设有音乐晚会、
露营大会、 趣味嘉年华等多个体验项目。徒
步毅行中，4000多名徒步爱好者，从勾蓝瑶
寨出发，沿着潇贺古道，途经千年古村上甘
棠，步行25公里。微马联赛全长14公里，共有
1000多名运动员、户外运动爱好者参加。

大会由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
心、中国登山协会、省体育局、省旅发委联合
主办，省社会体育指导服务中心、江永县政
府承办。

昭山“脚步为亲”干群越走越亲
今年以来党员干部走访5095户群众，解决128个问题

湖南日报11月13日讯（通讯员 贺洁
赵永贵 记者 杨军）“以前只要下雨，几
天后路上还有积水， 像我这种上了年纪
的人怕摔不敢出门。现在排水管疏通了、
路面修好了， 下雨后不久地面就干了。”
11月13日， 家住益阳市资阳区棉纺厂家
属区的何介仁高兴地说，“开展党员‘微
服务’活动真好，我们反映给社区党员志
愿服务队的问题很快就解决了。”

近两年来， 益阳市把城市基层党建

作为基础性工程稳步推进， 在抓好社区
党群活动阵地建设和社区运转经费保障
的基础上，从“微”入手服务群众，做实做
细城市基层党建。在市、区两级200多个
直属机关单位党支部与社区党组织结对
共建的基础上， 重点进行党员所能所愿
与群众所需所盼的有效对接。目前，该市
中心城区8万多名党员共组建志愿服务
队117支，通过微博、微信收集居民“微心
愿”，主动认领，然后上门为群众提供包

括创业就业、疏通下水道、亮灯改水、就
医就学等“一站式”的“微服务”。

同时， 益阳市编制公共服务指导目
录， 建立服务事项准入制度和服务寻求
“菜单”，以对接群众多样性需求。群众可
依托“益阳党建”微信公众号和社区服务
中心，及时享受服务。据统计，到今年10
月底， 益阳市中心城区党员共帮助群众
实现“微心愿”8750个。

益阳市还将每月9日定为“党支部主

题党日”，开展多种形式主题活动，以社区
空巢老人、留守儿童、残疾人为重点，通过
结对帮扶、亲情陪伴等形式，为他们提供实
实在在的帮助，搭建党群交流“连心桥”。该
市赫山区赫山街道银东社区是全省最大的
纯保障性住房社区，社区党支部组织48名
党员，成立“党员+居民+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空巢老人服务队，与社区300余名空巢
老人结成对子，提供贴心的个性化服务，增
强了“老街坊”的幸福感。

益阳“微服务”做实基层党建
已帮助群众实现“微心愿”8750个

新闻集装

湖南日报11月13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李进
科）11月10日， 临武县政府与中国花海联盟签订生态农
业园区建设合作协议，由中国花海联盟投资8亿元，建设
华夏婚博产业园、湘南农业嘉年华、中南花卉产业集聚中
心等，推动临武县“旅游+婚庆”产业发展。

近年来， 临武县结合县域花卉基地多及自然风光特
色，重点做好“旅游+婚庆”产业，通过优化旅游功能区布
局，在全县形成了“一城”（中心城区）、“两龙头”（通天山
旅游景区、 西瑶绿谷国家森林公园）、“三线”（沿河风光
带、秦汉古道、西瑶绿谷─长河水库）、“多点”（滴水岩、紫
薇天下等）旅游产业发展格局。

同时，临武县不断推出“旅游+婚庆”类旅游产品。今年，
先后开展了婚纱摄影大赛、 个人旅游写真摄影及新人临武
浪漫行等活动。通过将旅游和婚礼策划、婚纱摄影、蜜月旅
行等结合起来，差异化发展当地旅游业，取得很好成效。

临武
发展“旅游+婚庆”产业

新化
扼紧税收风险源头

湖南日报11月13日讯（记者 周俊 通讯员 孙荣华）
11月10日，新化县地税局组织干部职工开展税收风险管
理业务知识培训，进一步提高税收风险化解能力。

今年以来，新化县地税局依托“互联网+”，严格源头
管理，有效防范化解税收风险。通过税源管理范围的优
化整合，打破“属地、划片、分户”的传统管理模式，实现
了分类分级管理，征管业务流程从“管户”向“管事”转
变；依托互联网信息技术，按月比对数据和信息，对存在
零申报、申报异常、未按期申报和未按期入库等情形的
纳税人， 实施风险预警， 限期完成并反馈应对结果。同
时，制定专项考核办法，实行尽职免责制度，对风险应
对、漏征漏管、数据资料报送等情况，奖惩量化到户次。

截至10月底，新化县地税局已累计完成1932户风险
任务应对，评估入库税款1455万元，涉及纳税人1900余
户，有效防范和化解了税收风险。

芦笙文化艺术节举行
11月12日，女子芦笙队员身着侗族服饰，吹响嘹亮的芦笙，跳起芦笙舞。当天，2017年中国·怀化自驾雪峰山生态文化旅游

节暨通道第十二届芦笙文化艺术节在通道侗族自治县坪坦乡坪坦村举行。 侗族芦笙， 是一种吹奏的传统竹管乐器， 被视为
“喜”和“乐”的象征，深受侗族同胞喜爱。 刘强 黄进华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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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村里看“三笑”� � � � �荨荨（上接1版）
“我有严重的关节炎，年龄又偏大。

这里干活劳动强度不大， 技术要求不
高，上班相对灵活，对我来说再合适不
过了。”王闯乐呵呵地说。

【同期声】沅陵县委书记
钦代寿

送钱送物不如就近送岗位。沅陵县
是国家脱贫攻坚重点工作县，且留守在
家的妇女、 老人都是脱贫攻坚难啃的
“硬骨头”。

今年初，县委统战部、县工商联开
展“百企帮百村”精准扶贫活动，尝试引
导县工业集中区劳动密集型企业到贫
困村设立就业“扶贫车间”，帮助贫困人
口实现“工资性”脱贫。

目前， 全县共建立 “扶贫车间”11
个 ，吸纳500余人上岗 。党的十九大让
我们有了新目标，10月下旬，县里召开
了创办“扶贫车间”工作推进会，出台了
一系列扶持政策， 从规范建设入手，对
“扶贫车间”进行统一规划，预计到年底
全县“扶贫车间”可达30个。

【镜头三：易地扶贫搬迁户
的笑】

11月12日晚上， 沅陵县官庄镇通
溪村易地扶贫搬迁户米月青做梦都在

笑。因为天亮后，设在扶贫搬迁安置点
的“扶贫车间”就要开工，她将成为首批
员工之一。

11月13日，米月青起了个大早，对
着镜子梳妆打扮一番，哼着小曲儿走到
安置点一楼的“扶贫车间”干起活来，虽
说还不是很熟练，但做得特别认真。

车间负责人介绍，沅陵县人社部门
把就业技能培训送到了安置点，与企业
一道对120名“扶贫车间”就业人员先
期进行了一周培训。

“做梦都没想到搬了新居，又在家
门口上班，生活一点也不愁。”米月青喜
笑颜开地说。

“让贫困户搬得出、稳得住、能致
富。”沅陵县委副书记、县长周重颜说，
沅陵县探索把“扶贫车间”建到易地扶
贫安置点，做到“挪穷窝”与“换穷业”并
举、安居与乐业并重、搬迁与脱贫同步。

“我是被好政策吸引来的。”创办这
家“扶贫车间”的桃源骏县威鞋厂厂长
赵志伟说，“扶贫车间” 节约了企业成
本，有稳定的劳动力，更重要的是政策
给力。县财政对创办“扶贫车间”的企业
给予开办、运行、扶贫特岗、稳岗等补
贴，并给予创业担保贷款支持。

对赵志伟的说法，湖南向华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肖杰感同身受，这家
企业创办两家“扶贫车间”后尝到了甜

头，这天又来到通溪村安置点踩点。“公
司计划到明年底前，再建10个以上‘扶
贫车间’。”肖杰信心满满地说。

“不搭空架子，扶贫接地气。”牵头
主抓“扶贫车间”建设的沅陵县委常委、
县委统战部部长金建平说，“扶贫车间”
目前有3种模式， 一是招商引资“引进
式”，二是工业集中区企业“下沉式”，三
是返乡青年将原有订单资源带回家乡
创业的“订单式”。

【同期声】怀化市委书记
彭国甫

习近平总书记说，政策好不好，要
看乡亲们是哭还是笑 。“扶贫车间 ”给
贫困群众带来的是幸福的笑容。 这种
模式深化了 “四跟四走” 产业扶贫路
子，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实现了政府
拓宽脱贫渠道、贫困人口增收脱贫、企
业持续健康发展三方共赢目标。今年9
月中旬，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杜家毫深入沅陵调研脱贫攻坚工作
时 ，对 “扶贫车间 ”的做法给予充分肯
定 ，要求全省推广 。目前 ，怀化上下正
在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将脱贫
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融合推进， 按照
上级领导的指示，总结推广沅陵经验，
推动“扶贫车间”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