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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湖南日报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蒋辰

“我不但自己摘掉了‘贫困帽’，还带动
了6位乡邻就业。 ”2017年12月26日，平江
县石牛寨国家4A级旅游景区内，当地小伙
沈造平开着挖掘机，底气十足。他参加由岳
阳市就业服务部门组织的免费技能培训
后，成了“挖机迷”，在创业小额贷款政策扶
持下入股创办挖掘机租赁公司， 带动乡邻
实现了脱贫梦。

沈造平能成功就业并创业， 得益于岳
阳市委、市政府实施的“就业培训脱贫攻坚
行动”。 2017年来，岳阳市人社部门创新就
业扶贫方法，实现就业扶贫信息化、技能扶
贫精准化、就近就业优先化、劳务输出长效
化。 截至2017年12月底，该市建档立卡农
村贫困劳动力实现就业20388人， 有就业
意愿而尚未就业的贫困劳动力仅剩418
人。

因时而动采信息
要实施就业扶贫行动，采集核实建档

立卡贫困劳动力信息是关键。
岳阳市相关部门因时而动，分阶段攻

坚，采取“包干责任、包片走访”的方式，对

每名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的基本情况、就
业意愿、培训需求等58项信息逐一登记，将
398万条信息全部录入部省平台， 同时录
入适合贫困劳动力就业的岗位10986个，
在全省率先建成实名制数据库。

为及时更新动态信息， 岳阳市人社部
门信息员“点对点”跟进已录入信息，由驻
村扶贫工作队员“一对一”协助排查。 每采
集确认一条信息给予补助3元，每更新一条
补助2元，并做到奖罚分明。随后，该市劳动
就业服务局抽调15名工作人员进行电话
核实，一个一个“挤水分”，核查率、回访率、
服务率均达100%。

因地制宜办培训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提升贫困劳动

力的就业创业能力，是扶贫方式由‘输血’向
‘造血’转变的重要手段。 ”岳阳市委组织部副
部长、市人社局局长尹家辉称，人社部门在充
分尊重贫困劳动力意愿的基础上， 大力开展
有的放矢、因地制宜的职业培训，力求实现“培
训一人、成才一人、就业一人、脱贫一户”。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尹家辉介绍，针对
湖区和山区不同特征，该市组织稻田养虾、林
下经济、水产养殖等农业实用技术培训。 在平

江山区，贫困户掌握黑山羊养殖技术后，三五
头羊的收益就能一举脱贫。针对云溪区、华容
县、湘阴县、岳阳县农田和水资源丰富的实际
情况，培训推广稻田养虾技术，有219名贫困
户建立养殖基地，每亩收益由以前1500元提
高到2017年4000元。

该市按照“培训机构列单、劳务输出地
订单、贫困劳动力选单、政府买单”的方式，
选配省内优质培训资源，指导开设40多种
培训项目， 通过培训并拿到职业资格证书
的贫困劳动力达2087人。 他们还邀请农民
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和致富带头人“传帮
带”，实施“一户一农工”培训计划。 君山区
开办大棚蔬菜套种培训， 一批贫困户携手
创业，每亩年收入达1.5万元。

因人而异送岗位
大多数贫困劳动力不愿背井离乡去打

工，“家门口”就业成为首选。岳阳市劳动就
业服务局局长李鹏杰介绍，岳阳市人社部
门联合市扶贫办、岳阳市唯一贫困县平江
县政府，先后在岳阳城区和平江举行大型
专场招聘会，2017年共举办就业扶贫劳务
交流活动58场，并利用信息平台为1922人
进行人岗匹配， 实现县内就业6240人、县

外市内就业2597人。
同时，岳阳市与长三角、珠三角、长株

潭等地接洽， 建立10个就业协作基地，
全市2017年实现省内转移就业6077人、
跨省转移就业8069人。 落实就业创业服
务补贴等政策， 并遴选53家企业作为就业
扶贫基地， 提供就业扶贫专岗8795个，
目前已吸纳749名贫困劳动力上岗就业。

该市依托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体系， 下沉
服务。 为有就业意愿且未就业的贫困劳动力
推荐3次以上岗位、 提供1次以上职业指导、
提供1次免费技能培训， 并探索出“电商平台
+农户+创客联盟销售” 等模式， 激活就业创
业形态要素， 将扶贫阳光照进田间地头。

衡东：
农村淘宝项目上线
湖南日报1月2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周健 ）近日，阿里巴巴农村淘
宝衡东服务中心举行启动仪式， 上线
运营。 阿里巴巴集团乡村电商事业部
华南大区副总经理、 村淘运营经理甘
启梁介绍， 衡东农村淘宝项目是全国
第一个农村淘宝4.0模式县级项目。据
了解，2015年，衡东县被确定为“省农
村电子商务示范县”。2016年6月，衡东
县政府与阿里巴巴集团签订合作协
议，启动“农村淘宝”项目。

郴州：
消防夜查确保平安
湖南日报1月2日讯 （通讯员 李钰龙

记者 李秉钧）2017年12月31日晚，为确
保广大市民平安迎新年，郴州市消防支
队对娱乐场所及商场进行消防安全检
查。共检查单位77家，发现火灾隐患108
处，责令1家单位停业整改。当晚，郴州
市消防支队组织13个检查组，分片区进
行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消防人
员当即责令进行整改； 无法当场改正
的，限期采取整改措施。

娄底政协委员
首次“云上”参会
湖南日报1月2日讯（记者 周俊 通讯员 刘卫华

李志）“利用政协云，不仅能进行云上沟通讨论、查
看信息，还能提交提案建议，记录履职痕迹，真方
便！”1月2日， 在娄底市政协第五届委员会第二次
会议上，政协委员高攀一边用手机查看资料，一边
感慨地说。

娄底“两会”召开期间，娄底市政协充分发挥
“政协云”功能，首次实现“云上”参会。手机扫一
扫，就能实现大会签到、了解会议议程、掌握资料、
参加讨论、提交建议等，不仅提升了工作效率，还
记录着政协委员履职的点滴。

“政协云”是运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技术
研发的政协履职平台，包含政协履职服务、提案办
理、社情民意、远程协商等12个管理系统，通过网
站、手机APP、微信等载体，运用图、文、影、音多种
展现方式，融合线上线下，使委员能随时随地提出
微提案、微建议，开展微协商，实施微监督，使政协
履职活动聚焦党委、 政府中心工作， 打通联系委
员、群众“最后一公里”。

娄底市政协主席姚兵介绍，大会还使用“政协
云” 向所有政协委员发送省委办公厅下发的严肃
市州“两会”会风会纪“八不准”，对所有政协委员
明确纪律要求，便于把会议纪律随身携带。

� � � �湖南日报1月2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
讯员 刘魁春 戴军）“污染村里青山绿水的
钱不能赚。 ”今天，衡阳县三湖镇甘泉村党
总支书记唐时金告诉记者， 为了保护村里
生态不受污染， 村支两委果断婉拒了两个
想来村里投资兴办的项目———一个大型养
猪场、一个造纸厂，当地群众拍手叫好。

2017年12月31日， 衡阳县养猪大户魏
老板经人推荐，找到唐时金，洽谈来村里投

资兴办一个大型养猪场。 魏老板说，他计划
投资3000万元，在村里办一个存栏2万头左
右的养猪场，承诺每年给村里2万元管理费
和排污费。 魏老板要求村里为其提供50亩
山地建养猪场，并提供地下水源，修建化粪
池塘。 唐时金说，办大型养猪场，会给村里
造成污染。 他与村支两委其他成员商量后，
婉拒了魏老板的要求。

无独有偶。 1月2日，衡阳县一家造纸厂

的刘老板也向甘泉村提出兴办造纸厂。 刘
老板说，他看中甘泉村地下水源充沛，山上
有竹林资源可作造纸原料，计划投资300万
元，租赁30亩地办一个小型造纸厂。 刘老板
也承诺每年付给村里管理费、 排污费2万
元，并安排贫困村民10人至15人进厂打工，
月薪3000元以上。唐时金说，造纸厂流出的
污水污染环境，对河流、水塘都有影响，当
即拒绝了这个污染项目。

唐时金说，甘泉村山清水秀，有4条大
小河流、15座山峰，并拥有千顶庙、曾国藩
夫人墓庐等旅游资源。 今后村里准备招商
引资开发旅游项目，村民可以开办农家乐、
果蔬店等增加收入。

� � � � 湖南日报1月2日讯 （通讯员 王明义
荣杰 记者 龙文泱）“因病致贫， 家里人在
村里看病吃药不要钱。 在县纪委扶贫工作
队的帮扶下，我家种植中药材、搞养殖，今
年收入6.3万元，成为全村第一个脱贫户。真
是搭帮党的好政策！ ”2017年12月28日，临
澧县安福镇桂花村农民徐尊云充满感激。

徐尊云一家6口人， 其中3人患有疾病，2个
孩子上小学，家境困难。2016年4月，临澧县纪委

扶贫工作队入驻桂花村后，结合该村特点，采取
了医疗帮扶、中药材种植帮扶、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等3项扶贫措施。 徐尊云就是受惠户之一。

临澧县纪委、 安福镇纪委与村里拿出
15万元补贴村诊所， 因病致贫的农民医药
费全免，其他村民免挂号费和出诊费。 贫困
户脱贫后3年内，仍享受该项政策。

桂花村依山傍水。 县纪委多方筹资300
万元，联合县中医院开展中药材产业扶贫，

在全村开发了1000亩药源基地， 种植黄栀
子、金银花、菊花等58种成本小、见效快的
中药材。 全村104户贫困户都种上中药材，
2017年度每户纯收入2万元。

扶贫工作队还筹资150万元将村里原
有的桂花林扩大整修，吸引游客赏花，村里
年收入达60万元。 筹资40万元，修建通村通
组公路6.7公里，整修堰塘6口，改造油茶林
500亩，扶持35户进行家禽养殖。

目前，桂花村104户贫困户已有67户脱
贫致富。 村民说，桂花成林，药材飘香，生活
越来越芬芳。

岳阳就业扶贫使2万余名贫困劳动力实现就业———

变“输血”为“造血”

新年，新车，
新旅途
1月1日上午9时25分，

由长沙西开往株洲南的
C7820次长株潭城际动车
组列车启动， 乘客们挥手
庆祝 2018年的第一天出
行。 长株潭城际铁路全线
开通后， 进一步完善了长
沙路网、 方便长株潭3市群
众出行， 推动了长株潭地
区加速一体化。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徐行 摄影报道

新闻集装

永州：
积极扶持创业主体
湖南日报1月2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罗善国）今天，记者从永州市政
府办获悉，2017年， 该市新增创业主体
2.94万个，带动城乡就业7.36万人。2017
年，永州市创建19家创业基地，建立15
个创业指导服务中心和15家创业培训
机构，为各创新创业主体、高校毕业生
自主创业给予场地、融资、税费减免、专
业服务等多项扶持。 市本级和各县区均
成立了创业指导专家服务团。 该市还积
极提供创业贷款担保，共为3513名创业
者担保贷款3.5亿元。

益阳建成首个
集镇污水处理厂

湖南日报1月2日讯（通讯员 王亮 记者 龚柏
威） 2017年12月27日，在益阳市资阳区茈湖口镇
污水处理厂，水深数米的净化池清澈见底，池中10
余条金鱼游来游去。据悉，这是益阳市首个集镇污
水处理厂。

据茈湖口镇党委书记夏鑫介绍， 洞庭湖生态
环境专项整治行动启动后，该镇铁腕治污，耗巨资
建设污水处理厂。截至2017年12月中旬，该厂一、
二区管网铺设和污水处理设备安装就绪， 投资
400万元的一期工程完成建设， 污水处理能力达
600吨/天。

在建设污水处理厂的基础上， 茈湖口镇还注
意从源头加强环境保护，建立镇村级河湖名录，对
域内的河渠均按照属地管理原则， 实行分段到组
到人，并组建志愿者劝导队、党员监督队，力促环
保工作落到实处。镇村干部还定时上门，增强群众
的环保意识。茈湖口社区居民何建平说，以前他们
社区垃圾成堆，蚊虫乱飞，污水四溢，如今，这些现
象已不复存在，居民幸福感极大提升。

实施对症扶贫 让生活“飘香”

守住青山绿水 让污染“远离”
衡阳县甘泉村婉拒两个污染项目

郴州县市区监委
全部挂牌成立

湖南日报1月2日讯 （记者 张斌 通讯员 郴季轩）1
月2日，元旦节后上班第一天，永兴县监察委员会
的转隶人员均收到一份新年贺礼———《学思践
悟》、监督执纪问责核心法规等资料。同天，汝城县
纪委、县监察委召开了全体干部职工大会，同时，
按照县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小组的统一部
署，县检察院向县监委移交相关档案和固定资产。
目前， 郴州11个县市区监察委员会均已正式开展
工作，各地举行多种形式的活动凝心聚力，开启反
腐倡廉新征程。

据了解，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启动
后，郴州市高度重视改革试点工作，按照中央和省
委的部署，11个县市区均成立改革试点工作小组，
制定工作方案，倒排工期、精细施工，推进改革试点
工作有序开展。2017年12月28日，永兴县监察委员
会挂牌成立；2017年12月29日，桂阳、临武、汝城、
桂东、 安仁5个县监察委员会挂牌成立；2017年12
月30日至2018年1月2日，嘉禾、苏仙、资兴、宜章、
北湖5个县市区监察委员会挂牌成立。自此，郴州市
11个县市区监察委员会全部挂牌成立，深化国家监
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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