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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月3日讯 （记者 张福芳 通
讯员 彭书根 田园 ）“拧开水龙头，干净的
水就哗哗地流出来了，结束了我们喝水靠
手提肩挑的日子。政府为我们村办了件大
好事啊 !”1月3日， 双峰县荷叶镇寒坡村村
民王定贵用干净的自来水淘米洗菜后感
慨道。

王定贵所在的村庄， 山高路陡、 交通
不便，是省级贫困村。长期以来，水的问题
就是困扰该村生产生活的难题。“以前，每

到旱季，饮用水都特别紧张，更别说灌溉
用水了。” 王定贵说，淘米水用来洗涤，洗
涤完用来浇菜， 每一滴水都要省着用。当
地村民对缺水的日子依旧历历在目。

2017年，双峰县大力实施农村饮水安
全巩固提升工程， 在寒坡村新建了4处集
中供水点，并完善了净水、输水、配水等相
关工程，彻底解决了困扰寒坡村村民多年
的安全饮水问题。

受益于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

的，不止寒坡村的村民们。据双
峰县水利局副局长陈建阳介
绍， 该县将农村贫困人口饮水
安全作为推进精准扶贫、 精准
脱贫的重要抓手。2017年以来， 重点解决了
14个乡镇27个贫困村的饮水安全问题，覆盖
贫困人口7784人。“到‘十三五’末，双峰县将
实现100%的乡镇、85%的行政村通自来水，
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80%以上，全面巩固提
升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陈建阳表示。

湖南日报1月3日讯 （记者 徐典波 通
讯员 李姣 徐晨雨）连日来，长江干线岳阳
段水位持续下降。 长江海事局发布的数据
显示，截至1月3日11时，城陵矶站水位低至
20.17米， 迎来近10年同期罕见枯水期。岳
阳海事局紧急应对，全力打响脱“枯”攻坚
战。

据了解，城陵矶段低枯水位已持续近1
个月，是10年来同期持续时间最长、水位最
低的枯水期。 通航最严峻的河段在离城陵
矶港不远的七弓岭河段， 仅150米宽的江
面上每天要穿行300余艘货船， 极易造成
搁浅、碰撞事故。

为保障长江水上交通运输线持续畅
通，2017年12月12日开始， 岳阳海事局指
挥中心正式对外公布长江干线岳阳航段
实施交通管制，每日14时至18时实施双向
封航交通管制，航道部门紧急实施航道疏
浚作业。岳阳海事局下属城陵矶、华容海
事处实施24小时现场驻守维护通航秩序。
岳阳海事局团委成立七弓岭青年突击队，
抽调青年骨干驻守航道现场，保障航行安
全，共开展应急搜救行动10次，救助遇险
船舶13艘，救助遇险人员92人。

持续近1个月的脱“枯” 攻坚成效显
著，暂未发生一般等级安全事故。

用净水 喜洋洋
双峰县为14个乡镇27个贫困村接通了自来水

城陵矶水位创近10年同期最低

岳阳全力打响脱“枯”攻坚战

湖南日报1月3日讯（记者 邹仪）记者
近日从永州市政府获悉，2018年永州市将
大力实施“开放兴市产业强市”战略，深入
推进产业强市，大力振兴实体经济。

2017年，永州市保持了经济社会平稳
健康发展。预计完成地区生产总值1750亿
元，增长8%；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
别达到26110元、12660元，分别增长8.7%、
8.4%；全面小康实现程度提高到88.1%，同
比提升4.5个百分点。

2018年，永州市将重点实施“五个10”
产业项目建设工程，即突出抓好10个重大
产业项目、10个重大科技创新项目、10个

重大产品创新项目，引进10个500强企业、
10名重点科技创新人才。扎实抓好工业提
速，新增规模工业企业100家以上，新创1
至2家省级高新技术开发区。 实施新兴优
势产业链和骨干龙头企业培育行动，着力
打造先进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
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大数据等新兴
产业集群。

同时，深入推进脱贫攻坚，力争减贫
12万人以上，在2017年宁远、双牌、江永3
个省级贫困县脱贫摘帽的基础上，2018年
实现新田、 江华2个国家级贫困县脱贫摘
帽。

永州产业强市发力实体经济
2018年重点实施“五个10”产业工程

湖南日报1月3日讯 (记者 徐荣 通
讯员 贺凌云 )元旦期间，外地游客夏先
生在韶山旅游时受“黑车”司机误导，购
买某馆门票作为“景区通票”使用。他发
现被骗后，拨打电话投诉。当地有关部门
执法人员核实情况后， 先行赔偿夏先生
消费款及车费138元，并将“黑车”载客等
问题线索提供交通等部门处理。 夏先生
高兴地为韶山点赞：不愧是伟人故里，服
务非常到位！

2017年来，韶山市围绕建设世界知名
旅游目的地的目标， 坚持以游客满意为中
心，推出“七日无理由退货”与“先行赔付”
制度，免除旅游消费后顾之忧。该制度实施

以来，共实行先行赔付23起、无理由退货
52起，受到很多游客称赞。

为把制度落到实处，韶山设立20万元
先行赔付基金。同时，开通两条投诉热线、
设置3个先行赔付现场受理点。 接到游客
投诉， 执法人员可在10分钟内赶到现场，
做到快处快退(赔)。

此外，韶山还推行“消费预警”机制，
定期发布旅游市场“红黑榜”，提醒游客多
加防范。并推行“重点巡访”制，对有“前
科”的市场主体进行重点监管；推行“筛查
分析”制，对投诉易发点、多发点进行跟踪
摸底，总结旅游市场各类规律性、普遍性
问题，做到“处理一起，规范一片”。

韶山“先行赔付”获点赞
设立20万元先行赔付基金

湖南日报1月3日讯（刘瑛 徐亚平）今
天，湘阴县政协委员、县摄影家协会主席汪
鹏将“26名湘阴摄影爱好者捐出3万奖金
扶贫”的动态发表在朋友圈，县政协主席周
义军称赞道：“能用来帮助有困难的人，奖
金也变得更加有意义！”

1月1日，汪鹏和来自长康集团、安提食
品有限公司、 湘阴佰嘉丽景酒店等爱心企

业的摄影爱好者一道，将3万元现金和其他
爱心物资分别送往新泉镇、 漕溪港街道的
20户贫困学子手中，勉励他们努力学习，并
送上新年的祝福。

据介绍，2017年， 湘阴县摄影家协会
会员在国家级、省级摄影大赛中获奖59个，
26位获奖作者获得3万元奖金。 从2012年
至今，该协会已累计捐款捐物近20万元。

湘阴摄影爱好者献爱心
该县摄影家协会已累计捐款捐物近20万元

2017年12月31日，江华瑶族自治县湘江乡桐冲口村易地扶贫搬迁点，即将完工的新房看上去格外清爽。2016年以来，该村多方筹资1300余万
元，建成了30套易地扶贫搬迁房，可让100多名贫困瑶胞在2018年春节前入住，喜迁新居。 黎实 黄志东 摄影报道

瑶村迎新春 瑶胞住新房

精准扶贫 在三湘 住新房 暖洋洋
湖南日报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田如瑞

“党恩深，贫困家庭住新房；政策好，千方
百计谋脱贫。”1月1日，阳光洒满山坡。在江永
县桃川镇大地坪村， 贫困户蒋戊生在新建的
平房堂屋大门两旁，贴上了这副大红对联。

“没有党和政府的扶贫好政策，我很难建
得起这样的新房。”见到记者，59岁的蒋戊生喜
形于色。他和妻子患有骨质增生、腰椎间盘突
出等疾病，多年来不能干重活，唯一的儿子外

出打工，儿媳在家照顾家庭。大地坪村地处湘
桂边界偏僻的山窝里，田地少，因患病加上缺
资金缺技术， 蒋戊生被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蒋戊生原来的住屋是破旧的木房， 建在山坡
上，位置偏僻，自来水上不去，交通不方便。去
年，江永县在易地扶贫搬迁上再发力，为1258
户贫困户建设易地扶贫搬迁分散安置点。经过
申请和各级审批公示，蒋戊生被列入易地搬迁
安置户名单。去年秋天，蒋戊生的新房开建，按
照县里的政策，贫困人口每人最多可建25平方

米，县财政给予每平方米1000元补助。他们一家
建了100平方米， 获得10万元补助。 为减少其开
支，村里党员干部和县教育局扶贫工作队队员纷
纷前来帮忙。经3个多月修建，房子顺利完工，自
来水也接进了新屋。

元旦佳节， 是蒋戊生和村里其他22户扶
贫安置户共同选定的搬新家的日子。 点燃喜
庆的鞭炮、 贴上大红的对联， 蒋戊生连声说
“感谢”， 发自肺腑地表达对党的扶贫政策的
感激。

精准扶贫户学成电商达人
湖南日报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张天教 夏润龙 任彬彬

“春天是蜜蜂分箱的季节，今天天晴了，
做好的箱子要清洗和消毒，只有我一个人搞。
苦点无所谓，没有苦中苦，哪有喝蜜甜。”

“今天是我最开心的日子，扶贫户和村民
们放田水取稻花鱼啦！五个月的期待，一个月
的准备， 我带动村里扶贫户和村民付出的辛
劳，每天顶着炙热的太阳，把我们放养的希望
一遍遍播种”……

这些来自微信朋友圈的图片配文直播，
主人是48岁的麻清成，花垣县马其洛村三组
曾经的精准扶贫户。

“我先天视力不好，只上过小学三年级，
自从学做电商，手机上有58个微信群，其中5
个群满了500人， 虽然有些字我还不会打。”
2017年岁末的一天，记者在吉首十八洞村见
到这位“农民网红”，他一边介绍,一边开心地
宣布：手机上又卖出了15公斤蜂蜜。

那天， 麻清成的恩师符长杰也在十八洞
村谈大事———与快乐购合作推出猕猴桃促销
活动。 省级科技特派员符长杰是湖南盘古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CEO， 组建了湘西电商科技
特派员团队，运营的“湘西馆”公共服务电商
平台，在淘宝、京东、苏宁易购、快乐购四个平
台上都建设了“湘西馆”，并成功策划了“湘西
黄牛肉”“凤凰蜜柚”“十八洞村年货节” 等多
个线上线下促销活动。

两人怎么成了师生？缘分就是电商扶贫。
麻清成是在花垣县政府的培训班上认识

符长杰的，前前后后学了个把月。“2015年开
始学习时不懂啊，也不感兴趣，心里想太复杂
了，要直播要推文什么的。符老师是手把手教

啊，把手机放在桌子上，怎么点怎么点一步步
讲。我家里有蜂蜜，以前都去赶集卖，每公斤
最多百把元，有时还卖不掉。第一次在手机上
直播自己的养蜂情况后，没想到有人来问价，
我就试着报了每公斤260元， 第一单就卖出
了4公斤到浙江。”

手机直播卖蜜成功，麻清成卖上了瘾。
2016年， 他把精准扶贫户的1万元补助

款投入到扩大蜂场上，当年就收入16万多元。
2017年，增加的收入又把蜂场扩大到龙

山、桑植和十八洞村，并开发了稻花鱼养殖，
还成立了花垣县清成土蜂养殖专业合作社，
带动村里16户精准扶贫户及其他村民一起
干。 麻清成告诉记者，2500公斤蜂蜜预计能
收入70多万元， 村里放养的猪现在还小，就
有长沙老板想订大单， 不敢接呀。“不愁卖不
出，就愁没货卖。”

马其洛村里， 很多人也学会了用手机卖
东西。“我也像符老师一样手把手地教他们。

手机打牌只是娱乐，用得好就是黄金。”麻清成
说，只要政府组织电商培训，自己就去参加，还
去长沙免费学了一个月，已经学到小程序了。

像麻清成一样依靠电商致富的学生， 符长
杰还数得出不少。

“3年前，我们就有培养打造‘农民网红’的
想法。精准扶贫不仅要依靠公共服务电商平台，
还要让农民自己学会用互联网卖产品， 用现代
科技实时展示自己的本色劳动场景， 把原生态
的产品销售到需要的人手中。”符长杰说，他前
年在永顺县松柏镇待了47天， 教农民用手机做
生意，直接教会了180人，这些农民又孵化出周
边几千人用手机做生意， 当地猕猴桃卖价从每
公斤不到2元涨到均价12元。 农民尝到甜头后，
手机店里的智能
手 机 一 周 卖 了
700多台。

科技扶贫故事会
———湖南日报社 湖南省科技厅主办

湖南日报1月3日讯（记者 蒋睿 通讯
员 刘雄） 湘潭市雨湖区日前举行的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总结表彰暨深入开展创建
工作动员大会，通过全程网络直播，引得
7000名干群“围观”。大会组委会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运用新媒体传播方式呈现大
会各项议程，不仅让全区人民分享“创文”
成功的喜悦与成果，更是为了弘扬社会主
义价值观的精神内涵，营造全民参与精神
文明建设的良好氛围。

用多元媒介“发声”， 用先进典型“励
志”， 用文艺作品“强心”。如今，在雨湖区遍
布街头巷尾的电子显示屏上，一个个公益广
告、公益短片映入眼帘，“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孝道，中国人的血脉”“勤俭
节约从点滴做起”“言行教子，向勤向善”“中
国梦，大和谐”等赫然在目。雨湖区先锋街道
投资16万余元， 打造了一条1000余米的文

化长廊， 成为提升居民精神素养的载体。该
区开展了“最美雨湖人”“最美志愿者”“身边
好人好事”评选征集等活动，建立和完善了
典型成长的激励机制和长效机制。区财政划
拨资金，专项用于对先进典型扶持资助和道
德模范典型评选等， 并建立了生活困难帮
扶、见义勇为表彰等一系列机制。该区还大
力开展宣传队下基层活动，开展“社区大舞
台”“雨湖情·文明行”文艺演出活动，以群众
喜闻乐见的方式， 普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传递文明新风。

雨湖区委书记王永红表示，新的一年，
该区将把城市的文化建设摆上重要位置，
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
化，充分发挥团结协作的聚合力、引领示范
的向心力、全民参与的创造力、宣传动员的
号召力，使文明的“种子”真正在雨湖区落
地生根。

雨湖遍撒文明的“种子”
大力营造全民参与精神文明建设氛围

省科技厅积极组织开展农业物联网系统研究开发与
示范应用、 贫困地区农村农业信息化研究与示范等重点
项目攻关，不断攻克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控、智慧农业生产管理、农村
电子商务等一批具有重大应用前景的现代农业信息关键技术，为网
络与电商扶贫提供了人才支持与技术支撑。

省科技厅将国家农村农业信息化示范省、农业星创天地、科技特派员队伍
建设和网络扶贫工作有机结合，形成信息化平台支撑、创新创业服务、科技专家
带动“三位一体”的网络扶贫新模式，充分发挥了互联网在脱贫攻坚中的助推作
用。2016年以来，在全省51个贫困县建立基层信息服务站点200个，农业星创
天地112个，开通了12396科技服务热线和网上课堂，建立了“腾农商城”农产
品销售平台， 配合省委组织部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等地组建电商科技特
派员服务团队，帮助农民创新创业，促进了贫困地区的产业发展。

■链接

郴州外贸“破零倍增”见成效
2017年进出口增长30.2%

湖南日报1月3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
讯员 廖振华 毛钦）1月3日，记者从当天开
幕的郴州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
议上获悉，2017年，该市外贸“破零倍增”
计划成效明显， 完成进出口总额35.3亿美
元，比上年增长30.2%。

2017年，郴州实施外贸“破零倍增”计
划，全力推动开放崛起“五大对接行动”落
地，精准对接世界500强等。通过承办第八
届湘商大会和第五届湘南投洽会等系列重
大招商经贸活动， 签约市级以上重大产业
项目133个，计划总投资1450多亿元。一大

批项目开工、投产，拉动了对外贸易。同时，
郴州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积极对接“一
带一路”，出口产品由黄金、金镶玉、氧化
铑、金属铋、面条等扩大到艺术品、机电产
品等，外贸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升级。

此外，郴州不断完善开放平台，郴州
综合保税区通过验收，郴州公路口岸升级
为国家一类口岸，“跨境一锁” 快速通关系
统正式运行，通关流程“去繁就简”。目前，
郴州进口肉类指定查验场正在加快建设，
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也在加
快创建，“开放郴州”活力迸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