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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 � � � 湖南日报2月5日讯（记者 周俊 通讯员 李亮）2月1日，
在冷水江市龙头新村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 看着完善的配
套设施、整洁干净的环境，刚从偏远山区搬进新家的苏东娥
笑得合不拢嘴：“真没想到能住上这么舒服的房子。”

2017年，冷水江将改善群众居住条件列入“十件大事实
事”之一，围绕保障性安居工程、社区管理、城乡环境整治、
配套设施建设等重点，加大投入和建设力度，实现了住房保
障与生活品质的同步提升，让群众从“住有所居”迈向“住有
优居”。

冷水江市将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作为改善民生的大事
来抓，着力构建以公租房保障为重点、住房租赁补贴为补充
的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在规划上，充分考虑群众生活生产
便利，注重周边环境和设施配套；在建设上，开辟“绿色通
道”，狠抓质量安全，实行阳光操作；在工程进度上，明确任
务、细化责任，实行定期调度。去年，共开工建设保障性住房
3185套，发放住房租赁补贴161.8万元，有效缓解了城镇中
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

依托精准脱贫政策， 该市大力开展整村贫困户危房改
造和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对搬迁安置项目实行基础设施、社
会保障、公共服务、产业开发、社区治理、基层党建等全面跟
进，打造功能齐备、环境优美的示范小区，确保贫困户“不仅
搬得出，还要能致富”。全年共完成1000户危房改造，1276
名贫困人口实现易地扶贫搬迁。

同时，冷水江加大资金投入，整治交通秩序，完善城市
功能。大力实施美丽乡村建设，提升农村综合发展能力，打
造结构合理、特色鲜明、功能完善、绿色宜居的特色新型城
镇体系。开展城乡环境整治，规范卫生管理，美化城乡环境。

随着一项项措施的落实， 冷水江市越来越多的城乡群
众搬出简陋的棚户、危房，住进了配套完善的住宅小区、宽
敞明亮的农家院落。

雨花区“文化进万家”启动
湖南日报2月5日讯 （记者 姚学文 通讯员 戴娟

娟）猜灯谜、吃糍粑、看表演……今天，长沙市雨花区丰
园小区中心文化广场好热闹。 由雨花区委宣传部、区文
明办、区文体新局主办，洞井街道、区公共图书馆、区文
化馆承办的新春“文化进万家”活动，在这里启动。

马上就要过年了，雨花区决定在全区开展“我们的中
国梦·文化进万家”活动，向居民送春联、灯谜、日历、演
出、非遗、法律、健康。 活动启动当天，设了演绎、年味、灯
谜、宣传4个活动区。在演绎区，长沙市歌舞剧院献上了精
彩的歌舞、器乐、戏曲等节目。 在年味区，书法名家、社区
书法爱好者、剪纸艺术家为居民义务写春联、剪窗花，并
举办了体验磨豆腐、打年糕、炸臭干子等民俗活动。 在灯
谜区，居民猜中灯谜者可获奖品。 在宣传区，宣传展板依
次排开，主要宣传区里的文化体育活动。

据悉，春节前后，“文化进万家”活动将陆续走进雨
花区13个街道（乡镇），营造欢乐、祥和、文明的节日气
氛，丰富市民文化生活。

湖南日报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邱德帅

2月4日，立春。走进桑植县官地坪镇富
平村，群山环抱，绿树掩映，一座座庭院清
新亮丽，一条条道路干净整洁，一盏盏路灯
伫立路旁， 一片片苗木长势正旺……微风
拂来，远处农田里连片的丹桂、银杏随风摇
曳，不时还有一群群小鸟或迎风飞翔，或就
地栖息，俨然一幅美丽的山水田园画。

“3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贫困
村。 ”富平村党支部书记周树勋站在进村
的牌坊下，指着新修的村部，谈起村庄的
变化，非常自豪。

富平村原本叫湖坪村， 属喀斯特地
貌，四面环山无河流，一直流传着“两山

夹一峪，地挂二面坡，下得三天雨，坪里
变湖泊”的顺口溜，“十年九涝”让村民吃
尽了苦头。

2015年初， 张家界市纪委帮扶工作
队进驻富平村后， 第一件事就是解决内
涝问题，多方筹资700多万元，打通1780
米的排涝隧洞，使800亩易涝地变为旱涝
保收田。“工作队的到来，让富平村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官地坪镇党委书记
张锐告诉记者，短短3年时间，富平村就
铺上了水泥路， 通了自来水， 有了垃圾
池、卫生室、文化活动室，安装了太阳能
路灯，添置了健身器材，栽种了紫薇、丹
桂、银杏，村庄变美了、变绿了。

“光给村子洗脸换妆还不够，关键要

让老百姓富起来。 ”工作队队长周珍云介
绍，他们采取“以奖代投”方式，鼓励扶持
村民发展产业。 村民个个撸起了袖子、铆
足了干劲。 腿有残疾的周君战，种植玉米
10多亩，养殖山羊18只、养鸡50多羽，年
收入3万多元； 贫困户涂作炼种植玉米、
优质稻10亩，年收入2万多元……62户建
档立卡贫困户、10户种养大户获得产业
奖励资金。

工作队牵线搭桥， 村里建成光伏扶
贫电站， 成立富平兴达特色畜牧养殖专
业合作社； 引进张家界双泉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建立大鲵养殖基地，构建“公司+
基地+农户”的产业扶贫模式。2017年，村
集体经济年收入达5.3万元。

如今， 依托山坡上的光伏扶贫电站
和村里的规模化养殖、设施农业等产业，
富平村的老百姓已经过上了小康生活，
村民人均年纯收入由2014年的4101元
增加到2017年的10875元，实现了“湖坪”
向“富平”的华丽转身。

“老百姓有钱了，开始追求精神文化
生活了。 ”村委会主任向举红告诉记者，
每天一早一晚， 很多村民都会聚到村部
广场跳广场舞，锻炼身体，农村人也过上
了城里人的生活。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这说明咱们
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有奔头了！ 富平人民
的全面小康梦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现
实。 ”工作队队员、富平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钟杰说，未来，富平村将抓住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机遇，通过抓好村级治理、开展环境
整治、巩固产业发展，让村庄变得更美，村
民腰包更鼓，百姓日子更甜。

岳阳楼下“三送”欢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尹萍

“送精神”，传播党的思想；“送清洁”，美化人居环
境；“送温暖”，帮扶困难群众。 2月3日，岳阳市岳阳楼区
2000多名党员干部、志愿者下基层开展“三送”活动，
共建共享美好家园，喜迎欢乐祥和新年。

8时许， 千余名党员干部带动数百居民及志愿者共
同“清洁家园”。区委书记陈阁辉、区长黄建文分别下到梅
溪乡延寿寺村、五里牌社区钢球厂小区，带领党员干部，
集中清理垃圾、杂草杂物。“新年快到了，岳阳是我们共同
的家，一定要清扫得干干净净，给市民和游客一个好印
象，让回乡客商、老乡切切实实感受到家乡的美丽！”陈阁
辉一边清扫，一边为机关干部加油鼓劲。看到机关干部热
火朝天地打扫环境，不少居民主动参与保洁。

9时，岳阳楼区委宣讲团“送精神”到鼎荣创新科技
公司，宣讲十九大精神；还把编印有十九大精神、省市

“两会”精神、本区发展目标的口袋书“大礼包”送到该
公司30名员工手中。

临近中午， 梅溪桥社区党支部书记王玲和同事带
着一早买好的新鲜菜， 上门为96岁的独居老人刘喜生
做饭。 进门看到老人穿得单薄，王玲马上跑到里屋，将
前天送来的羽绒服给她换上。 吃着干部做好的热饭热
菜，刘老说：“这个冬天不仅屋里暖和，心窝更热乎！ ”

当天，区民政局70多名干部分成4组，由局长刘玉平
等带队，慰问生活困难群众。 截至目前，该区已对2万多户
困难群众和部分特殊对象发放救助慰问金1900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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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化市 冷水江

通讯员 李川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2月3日至4日，2万多名游客涌入湘南古村———郴
州市苏仙区坳上镇坳上村， 参加当地举办的第三届赶
年会。 村里，一栋栋清代古建筑挂上了红灯笼，贴上喜
庆的对联。 游客走在巷子里青石板上，欣赏古村美景，
品尝特色小吃，购买地道年货，其乐融融。

“从2016年举办第一届赶年会起，我每年都带孩子
来。 ”郴州市民陈全时说。

今年赶年会专门设置了精准扶贫专区， 贫困户生
产的富硒米、黑山羊、高山黄牛肉、土鸡、土鸭、糍粑、土
蜂蜜等绿色农产品，吸引大批游客。市民王海青在郴州
开餐饮店，他一次购买了25公斤牛肉、30只土鸡。

坳上村村民曾广秀摆的套花摊前，围满了游客。曾
广秀请来两位70多岁的老人现场搓条做套花， 两位老
人动作熟练，一搓、一捻、一捏，一个个造型漂亮的套花
就成形了。旁边架起一口大锅，刚做好的套花放进油锅
中，不一会炸成了金黄色。 套花一出锅，就被守在一旁
的游客抢购。

赶年会上，还有糖花、米花、毯皮、抖糍粑等郴州人
“儿时的味道”。游客们不仅可以买到正宗的年货，还能
在特色年货制作体验区，体验抖糍粑等乐趣。

坳上村自唐代就有农历腊月“赶年会”的习俗。 这次
赶年会，设置展位136个、零散摊位55个，实现销售收入
53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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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纪实 喜看“湖坪”变“富平”

7旬老太学酿酒

油茶温暖返乡客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2月5日上午，永州市永连公路南风坳春
运服务站，骑摩托车从广东返乡的新田县石
羊镇东田村农民工陈忠、陈和平、陈友生，走
进来烤火休息。服务站工作人员忙给他们送
上热气腾腾的油茶。 陈和平说：“回到自己
家，感觉就是不一样。”

南风坳春运服务站地处湖南、广东交界
处。春节前，从广东返乡过年的摩托车大军
会从这里经过。服务站坚持为过往群众免费
提供油茶，现在每天送出几百碗。

当天12时许，永连公路上传来“咣当”一声
响。“不好，有人摔倒了。”服务站工作人员胡和
顺、李勇杰顾不上吃中饭，三步并作两步，向声
音传来的地方跑去。两名骑摩托车的中年男子
摔倒在路旁，胡和顺、李勇杰合力将他们扶起，
并请他们到服务站敷药、休息。

“大伙别急着赶路，进来烤烤火，喝碗油茶
暖暖身！”听到服务站工作人员的招呼声，50多
名骑摩托车返乡的贵州、湖北农民工走进服务
站休息，暖和身子后再踏上返乡路途。

2万多游客
古村“赶年会”

� � � � 湖南日报2月5日讯 （黄巍 赵志高 廖家南）“太高兴
了，终于可以住新房过新年了，感谢政府为我们实现安居
梦。” 中方县花桥镇进城务工人员向凯抽签到公租房后激
动地说。2月1日， 怀化市房产管理局在城南廉租房小区举
行公租住房实物配租抽签活动，当天23户低收入住房困难
家庭抽签到了公租房。

2008年至2017年， 怀化市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计划
任务19.7万套，截至2017年12月底，已开工19.7万套，开工
率100%，竣工19.32万套，分配入住18.98万套，分配入住率
96.34%，改善了56万余人住房困难问题。

怀化市将保障性安居工程纳入市委季度巡查重要内
容，加大绩效考核力度，建立长效调度机制。在工程质量
上，该市严把工程设计关、工程管理关、隐患排查关。截至
目前，没有出现一起安全事故和“豆腐渣”工程。同时，出台
城区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等文件， 明确公租房申请条
件、登记审批和分配程序。实行3级审核(社区、民政、房产)、
两级公示(社区、房产)程序，确定住房保障对象，住房分配
全部实行摸号选房，整个过程公正透明。并积极盘活闲置
公租房，将园区、乡镇闲置公租房因地制宜调整为扶贫搬
迁、棚户区改造等重大项目安置用房或周转用房。

2017年，通过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
的住房制度，怀化市保障性安居工程取得很大进展。全市
棚改计划任务13717套全部开工，竣工11846套，完成投资
40.38� 亿元。公租房分配入住计划任务3773套，实际完成
4286套， 完成率为136%， 助力更多住房困难家庭实现了
“安居梦”。

� � � � 2月2日，嘉禾县
房产局，住房困难群
众在抽取房号。 当
天，该县举行公共租
赁住房分配公开抽
号仪式，238户住房
困难家庭喜圆“住房
梦”。去年来，该县大
力推进保障性住房
建设，建成公共租赁
住房660套。

黄春涛 李维勇
摄影报道

喜圆
“住房梦”

创业记

湖南日报记者
胡宇芬

2月4日上午，
雪后的道路刚恢

复不久， 中方县桐木
镇大松坡村的申满秀
又带着自酿的葡萄酒
发货了。
前几天，74岁的申满

秀才从山东烟台回到村里。5
年来， 把自酿酒押运到烟台、
深加工包装后再押运回怀化，
每年有三四个来回。

说起来， 大松坡村并不是
申满秀的家。“2010年夏天，我单枪
匹马闯进了大松坡村葡萄沟，开始
了我创业的第一步。”申满秀回忆。

原来，2008年她回到老家洪江陪伴大
姐时， 偶然读到一篇文章讲到喝葡萄酒的
好处，便试着买来刺葡萄做了200公斤酒，
家人都说好喝。第二年，她又做酒送给亲戚
朋友喝，还带着酒到了工作过的衡阳，找到
一家公司看看有没有可能卖出去。结果，公
司负责人品尝后，说“感觉出气特别舒服”。
申满秀听到后， 就想着这个葡萄酒里的活
性成分一定不简单， 要想办法找个地方去
检测。

这一找就找到了湖南农业大学的王仁
才教授。2010年秋天， 申满秀在大松坡村
租房创业， 收购了两万多公斤刺葡萄做出
了10吨酒。“我听说王教授的博士论文就
是专门讲刺葡萄的， 便请求他为我带去的
刺葡萄酒做个检测。”申满秀说，王教授很
热情地答应了， 并在超市里另外买了两个
品牌的葡萄酒，一起做了个功能成分检测。

结果出来后， 证实了申满秀的猜
测。她自酿的刺葡萄酒中白黎芦醇的含
量远远高于其他两个样品，原花青素含
量也高出不少。 王仁才教授告诉记者，
这两种成分对身体抗氧化有一定的功
效。

2011年， 信心倍增的申满秀背着
自酿的刺葡萄酒和自制的500张宣传
单到了成都，参加全国糖酒会。她租住
在小旅店， 每天去给别人品尝她做的
酒。就这样，一位长沙的经销商指点她
去烟台找厂子包装自酿酒。

2012年， 申满秀带着自酿酒找到
了烟台葡萄酒商王孟军。他品尝后，说
口感不错，就是沉淀时间还不够，愿意
免费给老太太的10吨自酿酒深加工后
包装。“可孩子们怕我身体受不了长途
奔波的辛苦，说做酒自己喝就行了，我

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申满秀说。

没想到，2013年春天，
王孟军来到了大松坡村。
他看了刺葡萄基地，又品尝了
其他厂的刺葡萄酒后，非常诚
恳地告诉申满秀：“你的酒很
好， 完全可以把它包装上市。”
说到做到，王孟军当场安排员工为老太
太联系商标注册和公司注册等事宜。这
年秋天，当申满秀第一次把烟台深加工
包装后的刺葡萄酒拖回中方县时，正赶
上当地第一届刺葡萄节，她的葡萄酒出
名了。

如今， 在中方县经科商粮局的帮助
下， 申满秀申请了有关葡萄酒和葡萄籽
油的两项专利。 县里也已委托湖南农业
大学规范自酿酒酿造标准， 一起做大这
个产业。

“我的本意是做出百姓喝得起的
好酒。我年纪大了，家里人也希望我安
享晚年，我想找一个合作伙伴，让更多
的人喝上刺葡萄美酒。”申满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