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湖南日报1月28日讯（记者 龙文泱 通
讯员 廖晓菲）今天，“不忘初心 筑梦中国”
———中国共产党一大至十九大图片展在长
沙贺龙体育馆东广场开幕。

本次展览由湖南省文化馆联合中国社
会经济决策咨询中心、 湘潭大学中国共产
党历史研究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文联编辑
部共同主办。120块大型展板、共1500余幅

珍贵照片，以图文并茂、以点带面的形式，
真实记录了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峥嵘岁月，
形象地再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革
命先烈、爱国志士、模范人物和亿万人民群
众为民族独立、 国家富强艰苦奋斗的动人
画面。

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到2月3日，免费
对市民开放。

� � � � 湖南日报1月28日讯（记者 奉永成 通
讯员 袁芬）“市场主体的信用承诺将纳入
信用记录，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今
天，省工商局市场监管处处长吴海广透露，
省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了《湖南省市场监
管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按照“谁审批、
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的原则，厘清各部
门的市场监管职责，构建职责清晰、协同监
管、社会共治的市场监管新格局。

《办法》从转变监管理念、明晰监管职

责、创新监管方式、夯实监管基础、明确监
管责任等5个方面，创新监管方式、规范监
管行为。

吴海广介绍，《办法》 侧重于解决当前
市场监管方式单一、监管信息不畅、后续监
管不到位等突出问题， 构建以信息归集共
享为基础、以信息公示为手段、以信用监管
为核心的监管制度。 进一步细化各市场监
管部门的监管职责，规范监管行为，切实增
强监管合力，提升监管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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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他把贫困村当作第二故乡， 驻村第一
天，就把家从长沙搬到了村里。他每天走村
串户、爬山过坎10多公里，用脚步丈量村里
村外的每一寸土地。他用3年时间让15年不
开花的板栗树结了果， 他说：“要扶贫就要
到最穷的地方去。”

他，就是全省“最美扶贫人物”、省检
察院驻石门县铜鼓峪村扶贫工作队队长
陈风华。

“精准扶贫，不是搞锦上添花”

寒冬时节，漫步在石门县铜鼓峪村，但
见崭新的柏油路一路延伸， 许多新修民居
错落有致地排列着， 村级活动中心旁边崭
新的小学里， 上课铃声和孩子们的嬉戏声
在山里格外清脆。

2015年初， 省检察院到石门县考察时
可不是这样子。 当时， 按照县里提供的情
况，省检察院考察了3个村，有两个村穷，但
有发展潜力， 铜鼓峪村基础极差， 要啥没
啥，用石门土话讲就是“穷巴了垫子”。

深陷在武陵山区的铜鼓峪村， 共有

1087人，贫困户占了一半，学生念书得去10
公里之外的磨市镇小学。

“在具有潜力的两个村中‘二选一’，短
期就能见效，工作难度也大大减少。而铜
鼓峪基础差，村民思想落后，没有集体收
入，存在3年完不成任务的风险。”陈风华
回忆说。

但当时45岁的陈风华， 果断选择了铜
鼓峪。“精准扶贫，不是搞锦上添花，而是要
雪中送炭， 要对准那些真正急需帮扶的百
姓，就要到最穷、最难的地方去！”

于是， 铜鼓峪村成了陈风华的第二个
家。驻村第一天，他就把儿子从长沙的重点
中学转到当地就学， 让妻子提前退休照顾
家人。

十五年“铁树”开了花
铜鼓峪村山地多，过去盛产桐油，但随

着油漆技术的发展，桐油没了销路。种植柑
橘又遇到全县大果实蝇泛滥。从1995年起，
铜鼓峪村搞过5波产业脱贫都没成功，只剩
下1000亩13年不结果的板栗林。陈风华决
定在这上面做文章。

村民强烈反对：“折腾”够了。林业部门

站出来： 树是当年以退耕还林项目名义种
植的，不能动。

陈风华四处求教，挨家挨户拜访村民，
反复同林业部门协商。2015年9月， 陈风华
的坚持打动了省林科院院长李昌珠， 他带
着3名博士来到铜鼓峪村，发现板栗品种不
佳，只能嫁接新品种的板栗枝条。

“我把板栗能挣多少钱一条一条说清
楚，再让李院长给他们上课，又把路口镇合
作社的请来培训。”在陈风华努力下，部分
村民赞同改造板栗林。2016年3月， 首批
500亩换头板栗树开出花蕾。去年，板栗林
挂出果实，带动村民人均增收1000元。预计
盛产期能给村民每年创收200万元。

3年来， 陈风华带领铜鼓峪培育了板
栗、脐橙、羊肚菌、光伏发电等4个脱贫产
业，筹集帮扶资金3200多万元，帮助村里修
了公路，建了新房，重建了供电系统，供上
了干净的自来水，通了4G网络，新建了小学
和村部。

2016年，铜鼓峪村实现整村脱贫出列。
2017年，全村人均纯收入达5700元。陈风
华被评为2017年全省“最美扶贫人物”，并
被推荐为全国脱贫攻坚奖候选人。

给村里留下不走的扶贫队
刚到铜鼓峪村那会， 有村民找陈风华

诉苦，说她家条件很差，要求把她家列入贫
困户，但考察发现她家盖了两层高的楼房，
并不符合贫困户条件。

“扶贫到底扶什么?过去的人以贫困为
耻，为什么现在有人争着当贫困户?”在陈
风华看来， 铜鼓峪为什么穷? 问题不在土
地，而是人心。扶贫要扶智、扶志，村里必须
有谋发展、求进步的主心骨。

陈风华通过多种形式，激活村民们脱
贫致富的内在动力。产业发展，面向全村
百姓，没有贫困户与非贫困户之分，只要
愿意发展都支持、都鼓励。组织村干部和
党员学习培训，召回4名能人，带领村民发
展种植、养殖业，为村里留下一支不走的
扶贫队。

40岁的覃海波就是这支队伍的一员。
在陈风华的鼓励下，2017年他试种了2亩羊
肚菌。羊肚菌干菌达到600元每公斤，远销
欧美等地。2017年，覃海波又带头成立了羊
肚菌种植合作社，一旦试种成功，全村百姓
也会加入到他的种植队伍中来。

� � � � 湖南日报1月28日讯（记者 王文）长沙
市住房公积金管委会日前印发新的《长沙
住房公积金缴存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 明确在长沙就业的港澳台同胞可以
个人缴存公积金。《办法》还对“灵活就业人

员缴存”做了相关规定。《办法》自2月1日起
执行。

《办法》规定，长沙市国家机关、事业单
位、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集团企
业、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民办非

企业单位、 社会团体， 应当为与其建立劳
动关系的在职职工缴存住房公积金；以劳
务派遣形式用工的，劳务派遣单位承担住
房公积金缴存责任；在本市就业的个体工
商户、自由职业者、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

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由个人缴存住
房公积金； 在本市就业的港澳台同胞，所
在单位或个人可以按照本办法缴存住房
公积金。

对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公积金问题，
《办法》 规定， 缴存基数在5000元以上
（含） 的需提供近3个月个人所得税纳税
证明。 若灵活就业人员连续6个月以上
（含）欠缴，管理中心有权对其账户进行
封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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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就要到最穷的地方去”
———记全省“最美扶贫人物”、省检察院驻石门县铜鼓峪村扶贫工作队队长陈风华

长沙住房公积金出台缴存新政
在长就业港澳台同胞可个人缴存公积金

《湖南省市场监管办法》印发
市场主体信用承诺将纳入信用记录，接受社会监督

土家木屋 承载乡愁
1月23日，龙山县苗儿滩镇捞车村，村民在新建土家木屋。土家木屋因工艺复杂、建

造成本高，一度被现代洋房取代。近年，当地政府通过适当补贴，鼓励村民修建传统木屋，
传承民族文化，推动乡村旅游发展。 田良东 摄

中共一大至十九大图片展开幕

张璐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彭金辉

[名片]
张璐，女，1992年生，2015年9月考入岳阳市强

制戒毒所，现为该所医疗戒护大队护士。在做好本
职工作的同时，她发挥自己的业余爱好，广泛参与
授课、主持、禁毒宣传等活动。

[故事]
“张璐的课，条理清晰，分析透彻，结合实际，

启发性强。”1月25日上午，在听了张璐给戒毒人员
上的法律示范课后， 岳阳市强制戒毒所教育矫治
科副科长胡松点评道。听课者除了戒毒人员，还有
30多名戒治工作一线的民警。

入警才两年多的张璐， 何以成为示范者？“张
璐好学、勤思，还不服输。”医疗戒护大队大队长李
君辉告诉记者，“凡是与戒毒工作相关的事， 她都
会钻研。”

戒毒所收治的大多是男性戒毒人员， 有没有
恐惧过？她飒爽一笑：“干嘛要怕？警察是正义的
化身！”

戒毒人员可没那么好对付。2017年3月，正在
戒毒的一名高血压Ⅲ级的重点病号李某， 连续服
降压药2天， 血压仍不见下降。“药不可能有问题
啊。”她留了个心眼。

“请张开嘴。”当李某再次服药后准备离开时，
张璐的话让他顿了一下———口一张， 一粒小药丸
掉到地上。原来，李某为了达到所外就医的目的，
服药时将药丸藏在舌头下。

“其实，吸毒人员大多是受害者。”50来岁的
卢某受朋友蛊惑染上毒瘾，进戒毒所后悒悒不乐：
20多岁的女儿不接他电话也不来看他。“父亲本
是女儿心中一座山，你却因毒品而坍塌。”张璐细
心开导，“只有戒除毒瘾，你才有健康、快乐，找回
父女之情。”卢某有了触动和感悟。

动辄值班备勤个把星期不回家， 同事们担心
她的男友“怕是靠不住了”。她却成竹在胸：“如果
他连这点耐心都没有，姐我还不稀罕呢！”

所里民警进社区、学校、机关开展禁毒宣传，张
璐都屁颠屁颠地跟着，还拿自己从医学角度写的稿
子，“喧宾夺主”地宣讲，慢慢成了主讲嘉宾。“一个
小女生， 干吗这么喜欢抛头露面？” 面对同事的调
侃，张璐莞尔一笑：“我想当禁毒明星，不行吗？”

所内“红”不算红。去年全省司法行政戒毒系
统技能比武所内选拔赛，她先“撂倒”一众男警，而
后参加全省比武，捧回了三等奖，将“颁奖照”发送
到民警微信群，羡煞男警。

1月初，再传佳讯：张璐获评“全省司法行政系
统岗位能手”，是获奖者中入警时间最短、年龄最
小的一个。

“明星”最近在忙些什么呢？“春节快到了，接
了一个春晚主持的单。” 张璐快言快语，“所内民
警、戒毒人员春节联欢晚会的主持非我莫属，都是
伶牙俐齿惹的‘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