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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白培生 颜石敦
通讯员 罗徽 刘从武

12月24日，和煦的阳光照耀着宜章县黄沙
镇新坌村创享种养合作社的一个个大棚，银光
闪闪。

大棚里一畦畦白菜、萝卜娇嫩欲滴，忙着
采摘的黄军女心里美滋滋的。 卖完这批蔬菜
后，她和其他加入合作社的40多户村民就可以
分红了，家里又多了一笔收入。

2年前，在湖南中烟公司驻新坌村帮扶工作
队帮助下，新坌村成立创享种养合作社，黄军女
等40多户贫困户通过种植蔬菜及务工先后脱
了贫。

新坌村是省级贫困村，基础设施差、产业
底子薄。 2014年， 村民人均年收入不足2300
元，全村2600余人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158户
603人。

2015年3月， 湖南中烟公司帮扶工作队进
驻新坌村后，一手抓“输血”，完善基础设施；一
手抓“造血”，因地制宜发展产业，全村脱贫步
伐明显加快。

“公司帮扶资金加上职工个人捐款，我们
共筹资900多万元， 撬动各类资金1.2亿余元，
开展饮水安全、村级公路、高标准农田、水渠、
烤房等建设，同时大力发展种养、建材等扶贫
产业。 ” 湖南中烟公司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肖
冰告诉记者。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说起过去村里的水
渠，新坌村党支部书记徐四军直摇头：“水渠平
均宽不足2米、深不足1米，跑冒滴漏严重，每隔
两三年就发生一次洪涝灾害，村民苦不堪言。 ”

为彻底解决这心头之患，工作队筹资建成
了一条宽6米、深2米、长3000米的“金龙溪”，
从此村里千亩田土旱涝保收。

“接通自来水、修通进村路、建设芙蓉湾新
村……”徐四军掰着手指数了数，工作队这几
年共帮助村里实施基础设施建设等帮扶项目
28个。

基础设施建设搞得好，产业发展也加快推进。
据介绍，目前，新坌村共流转土地5000余亩，成立
了醇和、创享、旭丰、金泉通等合作社，形成了脐
橙、烤烟、大棚瓜果、养鹅、母猪养殖、建材等6大产
业，吸纳村民300多人就业。 今年，全村总产值预

计达1亿余元。
源发建材厂是村里的龙头企业。为充分发挥

企业作用，带动村民加速脱贫，2015年工作队引
导企业按照现代化生产要求， 投入3000多万元
进行技术改造，139户贫困户小额信贷资金投入
661万元。 这样，解决了企业缺资金、贫困户无致
富门路的问题，增强了产业发展后劲，一举多得。

2016年11月， 源发建材厂改造顺利完成，
年产值由1000多万元增加到3500万元以上。

在源发建材厂上班的村民徐继军， 把5万
元小额信贷资金投放厂里，他不仅每月能拿到
4000多元工资， 每年年底还能领到5000元分
红。

“2016年，我们一家4口脱了贫，今年还建
了130多平方米的新房。 ” 徐继军热情招呼记
者参观他们的新家，只见屋里沙发、电视、冰箱
等一应俱全。

产业兴，脱贫快。 至2016年底，新坌村151
户贫困户578人实现脱贫，整村摘帽出列。村民
们通过流转土地赚租金、 入股分红赚股金、到
合作社或公司务工赚薪金，今年人均年收入可
超过6000元。

洞庭湖生态环境
专项整治进行时

� � � �湖南日报12月26日讯 （记者 肖洋
桂 通讯员 黄道兵 张磊峰 张斌 ）今
天，常德市环保局披露，常德市、安乡县
两级环保部门12月21日现场采样监测
结果表明， 珊珀湖水体已达到IV类水
质，标志着阶段性任务目标已经达成。

自珊珀湖水污染问题被中央环保
督察交办后， 安乡县把珊珀湖污染整治
整改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来抓， 成立了
安乡县珊珀湖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工作
领导小组和珊珀湖综合整治工程指挥
部，全面开启对珊珀湖的综合治理。完善
细化治理方案，确立了“工程治理、生物
治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适当补水”多
管齐下的综合施策路径。 工程治理全面
铺开，18.8公里长的环湖截污沟于12月
20日全线贯通。 生态修复工程目前已启
动8号湿地的围堰填筑施工，12月10日

完成合龙并启动湿地吹填工程， 拟在珊
珀湖建设2600亩生态湿地。 补水活水工
程同步进行，确保珊珀湖水位不低于31
米。调整养殖结构，适当增加白鲢等滤食
性鱼种的投放。 珊珀湖周边1000米以内
禁养区畜禽规模养殖场已全部退养完
毕，并在湖周边推广病虫害统防统治、测
土配方施肥和秸秆综合利用技术， 有效
减少农业面源污染影响。 环湖截污沟与
大湖之间的3318亩精养鱼塘全部退出
精养。

12月22日， 安乡县再次召开珊珀湖
综合整治调度会，确定后续工作思路是：
在清淤、湿地修复、养殖权收回、调整养
殖结构、截污控源、水利配套工程建设、
补水活水、日常监管等8个方面，队伍不
散，力度不减，坚决实现2019年底达到Ⅲ
类水质的总体目标。

珊珀湖已达IV类水质
整治完成阶段性目标， 后续力度不减

精准扶贫 在三湘
驻村帮扶故事

湖南中烟公司驻新坌村帮扶工作队———

“输血”更“造血”

� � � �湖南日报12月26日讯（记者 龙文泱 通
讯员 李叶）最近热播的电视节目《国家宝藏》你
看了吗？是否想亲眼目睹节目中的国家宝藏真容
呢？长沙市民有福了。随着湖南省博物馆新馆开
馆即将“满月”， 该馆将推出首个大型临时展览
“东方既白———春秋战国文物大联展”，杜虎兵符
等240件（套）文物精品将与公众见面。 今天，展
览中的4件重磅文物杜虎兵符、“鄂君启” 错金铜
车节、金盏、双翼错银铜神兽在湖南省博物馆开
箱。

在中国历史上，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
年这段时期被称为“春秋战国”，它跨越500余
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动荡、大变革，也是大
发展、大融合的时期。 据省博物馆专家介绍，本
次展览汇集了全国30家文博机构的精品文物。
鉴于春秋战国时期历史信息繁杂，展览将以大
叙事的手法及广阔的视野，从政治、经济、文化
3个方面， 介绍在德国著名学者雅斯贝斯口中
的人类文明“轴心时代”的东方所发生的点滴
故事。

头戴口罩，手戴白手套，省博物馆专家小
心翼翼地，依次从箱中取出4件珍贵文物。

来自陕西历史博物馆的杜虎兵符身量
小巧，形似老虎，由青铜制成，身上的9行、共
40字错金铭文显示，这是秦国专门用于调动
驻扎在杜地的军队的兵符。在古代，兵符分为
两半，右半留京师，左半颁发给领兵驻外的将
军。杜虎兵符为左半，是目前发现的为数不多
的虎符中时代最早的一件。

金光闪闪的“鄂君启”错金铜车节是楚国
的陆路运输通行证， 它由楚怀王颁发给其子
鄂君启。 水路运输的通行证称为舟节。 车节、

舟节上的错金铭文详细规定了水陆交通的运
输路线、车船数量、运输种类、纳税办法及所
享有的特权等， 是研究战国时楚国交通、政
治、经济、地理和商业赋税制度的珍贵资料。
使用时双方各持一半，合节验证方可通行。据
安徽博物院馆员王育茜介绍， 展出的车节主
要通行范围为长江以北地区， 正在修复的舟
节上则多次提到了“湘江”“澧水”等湖南的地

理名称。
1978年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金盏

是目前所见最大最重的先秦金器， 代表了这
一时期贵金属工艺的成就与特点。 来自河北
省文物研究所的双翼错银铜神兽， 则展示了
2000多年前中国匠人丰富奇特的想象力。

据悉，本次展览时间为2017年12月29日
至2018年3月28日。

春秋战国文物静待来赏
杜虎兵符等240件（套）文物精品将亮相湖南省博物馆

� � � �图为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藏、1977年河北平山中山国君王墓出土的“双翼错银铜神兽”。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 � � � 湖南日报12月26日讯 （记者 蒋睿
通讯员 王成奇 李雯雯）今天是一代伟人
毛泽东同志诞辰124周年纪念日。 湘潭大
学师生在南校门毛主席铜像广场隆重举
行2016-2017学年“伟人之托”奖助学金
颁发典礼，以此激励广大学子牢记伟人嘱
托，永怀感恩之心，砥砺奋发前行。 256名
学生获得共计111.8万元奖助学金。

该奖助学金由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
中国工程院院士、 湘潭大学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院院长欧阳晓平于2015年倡导发起成
立，周期暂定10年，每年资助100万元，奖励

科研成果突出、创新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
湘大学生。 欧阳晓平对关心和支持湘大建
设发展的爱心企业和社会各界人士表示感
谢，对获得此次奖助学金的同学表示祝贺，
并勉励广大青年学子坚定理想信念， 珍惜
韶华，脚踏实地，开拓奋进。

深圳前海置富金融控股集团执行总
裁张光超代表捐赠单位发言。 他说，正是
大学源源不断地输出人才，保证了企业持
续旺盛的生命力。 企业捐赠助学，与大学
合作育人，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他呼吁更
多的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加入爱心行列。

“伟人之托”百万奖助学金颁发

湖南日报记者 徐荣
通讯员 贺凌云 肖燕

暖暖冬阳，浓浓深情。为纪念毛泽东
同志诞辰124周年，12月25日至26日，游
客们纷纷涌向韶山， 热情参与万人健身
长跑、万人同吃福寿面、万人同唱《东方
红》的传统“三万”活动，表达对毛泽东同
志的无比怀念之情。

26日早晨6时，天刚蒙蒙亮，韶山市韶
山村村部、游客换乘中心、各宾馆等各种
福寿面免费提供点已是人山人海。大家围
在一起，坐着的，站着的，弓着腰的，热热
闹闹地同吃福寿面。从株洲赶来的冯旭明

一边给1岁零3个月的儿子喂着热气腾腾
的面条，一边跟儿子讲述着革命故事。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熟悉的旋律响起， 现场万余人在毛泽东
铜像广场放声高歌。 来自上海的68岁的
裘庆福像往年一样， 早早地就赶到了铜
像广场。 他一边举起右手向毛主席铜像
敬礼，一边同声哼唱着《东方红》。“毛主
席让穷苦老百姓站了起来， 共产党又让
咱们整个国家都富强了起来。 人民领袖
人民爱，人民政党人民拥护！”裘庆福说，
“明年我们还会来，年年都会来！ ”

据悉，韶山市两天共接待游客14.28
万人次（含本市居民进入景区人数）。

暖暖冬阳 浓浓深情
各界群众韶山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4周年

� � � �湖南日报12月26日讯 （记者 陈淦
璋 通讯员 曾华俊 李摆如）记者今天从
省住建厅获悉， 农村危房改造精准对接
脱贫攻坚，突出贫困地区和重点对象。至
本月中旬，全省4类重点对象（建档立卡
贫困户、 低保户、 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
员、贫困残疾人家庭）农村危房改造开工
18.67万户，开工率达144%，超额完成5.7
万户；竣工17.51万户，竣工率达135%，
超额完成4.54万户。

近3年来， 我省共争取中央财政资
金53.85亿元， 排全国第四位。 在资金
安排上， 优先支持51个扶贫开发重点
县， 累计安排中央和省级农村危房补助
资金共52亿元， 每年都超过年度补助资

金总额的65%。 各地高度重视这项民生
实事， 均成立了农村危房改造领导小
组， 纳入了党委、 政府重要议事日程和
绩效考核。 如平江县今年共实施农村危
房改造4159户， 眼下项目已全部竣工，
春节前能让农户圆上安居梦。

省住建厅村镇处负责人介绍， 对建
档立卡等4类重点对象，各县可整合各项
涉农资金， 根据贫困程度和改造方式实
行差异化补助， 对深度贫困户实施住房
兜底保障。同时，今年全面聚焦脱贫摘帽
县，全额安排12个脱贫摘帽县（市）区农
村危房改造指标3.68万户， 补助资金
8.61亿元，确保12个县（市）区应改尽改，
不遗漏一户。

农村危房改造精准对接脱贫攻坚
优先支持建档立卡等4类重点对象， 开工率达144%，
竣工率达135%

� � � � 湖南日报12月26日讯 （记者 胡信松） 湖
南国企改革取得重大突破， 省属监管企业公司
制改制任务全面完成， 这是今天从省国资委传
出的消息。 这轮公司制改制共涉及59户企业，
包括湖南建工集团、 湖南华升集团、 湖南省建
筑设计院3户一级监管企业， 56户二级及以下
企业。

省国资委年初制定并下发了 《关于进一
步加快推进监管企业公司制改制的通知》， 明
确省属监管企业公司制改制的目标任务， 指
导企业制定改制方案并逐步启动相关改制工
作。

今年6月， 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由

全民所有制企业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 整体
变更为国有独资的湖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建工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叶新平介绍，
改制完成后， 企业体制机制得到进一步理顺，
并逐步建立产权清晰、 权责明确、 管理科学
的现代企业制度， 完善各司其职、 有效制衡、
科学决策、 协调运转的法人治理结构。 改革
使企业活力与竞争力明显增强， 1至11月， 承
接经营任务1490.71亿元， 同比增长57.47%，
实现营业收入761.41亿元， 同比增长24.8%；
实现利润总额8.95亿元， 同比增长62.1%。

在实现公司制改制基础上， 省国资委指
导相关企业不断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牢牢把握“协调运转、
有效制衡” 原则， 加快推进职业经理人制度
试点； 稳妥有序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 员工
持股、 规范董事会建设等试点工作； 同时，
深化企业业绩考核及内部三项制度改革， 形
成企业各类管理人员能上能下、 工资能增能
减、 员工能进能出的合理机制。

湖南国企改革取得重大突破
省属监管企业公司制改制全面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