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湖南日报4月4日讯 （记者 蒋剑平
通讯员 曾慧玲 肖斌辉）“搬进安置房，
有了一个宽敞明亮的家，生活真的很幸
福！ ”3月22日，在新邵县潭府乡水口村
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搬进新居的
贫困户李玲彬高兴地说。 据了解，这个
安置点共安置周边20个村贫困群众
149户659人。

近年来，新邵县委、县政府把易地扶
贫搬迁作为脱贫攻坚一项重点工程，抓
紧抓实。 县里出台了建档立卡贫困户易
地扶贫搬迁对象核查确认工作方案、“十

三五”时期易地扶贫搬迁实施办法等，层
层分解任务、压实责任、细化措施。 并确
定了易地扶贫搬迁住房建设资金补助标
准及补助方式， 按统规统建模式搬迁的
贫困户人均只需缴纳3000元（每户最高
不超过1万元）自筹资金，安置点住房建
设支出以及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设施建
设支出由县政府统筹兜底安排解决。

同时，新邵县对选择分散安置以及
部分在村内统规自建安置的搬迁对象，
安排产业发展补助资金，引导其与龙头
企业、特色基地建立“利益共同体”，解

决就业等问题； 对于选择在中心镇、产
业园区、旅游开发区内统规统建安置的
搬迁对象，统一建设经营性门面，前3年
由县扶贫开发公司统一经营或对外租
赁，所得收入全部分配给搬迁对象，3年
后搬迁对象可根据家庭收入等情况，自
愿选择以成本价购买门面， 用于自
主经营或对外出租。

据介绍，近两年，新邵县共有1.3
万多名贫困群众挪出了“穷窝”。其中，
2076户8259名贫困群众实现易地搬
迁，所有搬迁户与龙头企业、特色基

地签订了帮扶合同。 同时，县里投资8700
余万元，建设经营性门面5.8万多平方米，
年租赁收入可达800余万元，安置贫困群
众4492人， 每年可为他们人均增加收入
近1800元。 还有269户贫困户1000余人,
实现了分散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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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4月4日讯（记者 周怀立 通
讯员 李蓉仙 陈文）“非常感谢就业扶贫
培训班，让我找到了工作，今后有稳定收
入了。 ”3月下旬，刚从株洲市新希望焊接
职业技术学校就业扶贫培训班结业，炎陵
县策源乡贫困户廖建平经考核合格，被中
车长江株洲分公司录用。 同时，廖建平的
34名“同学”也被企业录用。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向上“伸
手要”不如自己“用手抓”。近年来，株洲

市重点围绕就业、创业、培训三大工程，
探索出一套符合株洲实际的就业扶贫
模式。 短短3年，全市3.55万农村贫困劳
动力中，已有1.99万人实现就业，占农
村贫困劳动力总数56%。

为强化培训效果，株洲市择优选取新
希望焊接职业技术学校等5家培训机构，
授予“就业扶贫爱心培训机构”称号，为全
市有培训需求的贫困劳动力免费提供种
养、电器维修、餐饮烹调、计算机操作等培

训，培训时长为一个月左右。培训期间，培
训机构提供学员住宿费、饮食费等，并推
荐他们到相应岗位就业。

为支持贫困劳动力创业，株洲市人社
局还从破解融资难题入手，给予创业担保
贷款扶持，将个人贷款额度统一提高到10
万元。 2016年以来，全市共发放农民工创
业担保贷款近1亿元、 大学生创业担保贷
款1100多万元。 目前，该市已建成省级创
业示范基地11个、 市级创业示范基地20

个，创业孵化基地、创业园区、创业街路
（市场）、创业扶持网点等160余个。

对从事种养业的贫困户，株洲市有
针对性地帮助他们打开产品销路。市里
专门认定了3个电商扶贫创业基地，给
予专项奖励，鼓励他们搭建贫困地区优
质农副产品线上销售平台。炎陵县贫困
户陈军林在电商创业孵化基地帮助下，
通过电商平台将鹅蛋、 肉鹅销往各地，
今年销售额有望突破60万元。

环保无小事 件件要落实
长沙实现中央环保督察1503件交办件全办结

湖南日报4月4日讯 （陈新） 记者今天从长沙市环保局了解
到，随着京港澳高速黎托下沉段隔声屏建设完成、黑麋峰固废填
埋场清洁焚烧项目投入生产、 湖南正圆动力公司全面停产及三
汊矶生活污水溢流口超磁一体化处理设施运行， 标志着长沙实
现中央环保督察1503件交办件全办结。

2017年4月，中央第六环保督察组进驻我省，京港澳高速黎
托下沉改造段两厢各小区居民就高速公路噪音问题反复投诉，
长沙高铁新城管委会作为主办责任单位， 迅速协调督促相关单
位启动整改。长沙高铁新城管委会开发建设部部长刘捷介绍，京
港澳高速长沙黎托段全线投资4000万元建立了直立式声屏障，
该声屏障在传统隔声屏障的基础上增加声屏障的吸声功能，并
按照国家规范的最高设置高度4米， 采用折板式， 屏体全长4.5
米，有效减少噪音。

4月3日，湖南正圆动力配件有限公司厂区内，多台大货车正
忙着搬运设备。 湖南正圆动力配件有限公司是国内第一家生产
内燃机活塞环的专业厂家， 因废气扰民问题被中央环保督察组
纳入信访督件范畴。 长沙市国资委正圆清算组负责人张安定介
绍， 正圆机械厂于2017年8月15日完成电镀工序及相关辅助机
加工车间的搬迁工作；2018年1月, 该厂启动全面搬迁,2018年2
月12日，已全面停止生产。

目前，全部交办件已实现办结销号。 接下来，长沙还将定期
开展“回头看”现场核查，确保整治成效。

� � � � 湖南日报4月4日讯（记者 雷
鸿涛 通讯员 章斌）今日，为提升
怀化旅游品牌形象， 由省摄影家
协会、怀化市旅游外事侨务局、洪
江区管委会共同主办的湖南怀化
旅游摄影大赛暨洪江·2018嵩云
山樱花浪漫季活动， 在怀化洪江
古商城启动。

湖南怀化旅游摄影大赛以
“甜甜的怀化”为主题，时间从4月
4日起，至8月13日止。 设106个奖
项， 并增设钻石收藏作品1件，总

奖值将高于105万元（含古商城
一栋窨子屋10年使用权）。参赛者
通过湖南摄影网参赛， 获奖作品
还有机会在湖南摄影艺术展览馆
展出。

洪江·2018嵩云山樱花浪漫
季活动为期3天， 主会场设在嵩云
山国家森林公园。 活动期间，游客
不仅能体验古商城明清文化，还能
参加美食汇嗦粉比赛、旗袍佳丽古
城巡游、汉服同袍游园会、广场舞
大赛、登山祈福、赏春自驾等活动。

旅游帽上有风扇
啤酒杯带开瓶器

浏阳柏加中学获得8项国家专利

湖南日报4月4日讯（记者 王文隆 通讯员 潘志强 石自行）
浏阳市柏加中学今天传来喜讯， 该校又有两项学生发明获得国
家实用新型专利证书。至此，柏加中学这个乡村学校一共获得了
8项国家专利。

在烈日下工作或旅行，打伞摇扇子不方便，戴个帽子又热，能不
能在帽子里装个风扇呢？ 柏加中学八年级206班董日荷是个爱思考
的女孩，有了这个想法，她立马与学校的科技老师赵海洋进行交流。
在赵老师的指导下，发明样品做了出来，几次修改后，功能也不断完
善，取名为《一种带风扇的旅游帽》，参加第九届国际发明展览会获
得铜奖，并取得国家专利证书。

近年来，柏加中学以科技教育为依托，以培养学生的动手能
力为核心， 探索学校科技教育的新方式和新方法， 形成了多角
度、多层面的知识产权教育保障体系。在以赵海洋为首的教师创
新团队的指导下，柏加中学学生创新作品累计获得国家级金奖5
人次，银奖25人次，铜奖20人次。师生共同研发的《带热水袋的电
热帽》《带开瓶器的啤酒杯》等8项发明获得了国家专利证书。

� � � �湖南日报4月4日讯（记者 黄巍 通讯员 李光）连日来，麻阳苗
族自治县城东公园建设现场忙碌异常，多台大型挖土机开山修路，
工人们忙着建设阁、楼、景观廊、道路等配套工程，一个集生态、健
身、休闲娱乐于一体的城市公园初具规模。 整个项目将在9月底完
工。

今年11月，麻阳将迎来苗族自治县成立30周年。麻阳抓住这个
机遇，加快建设幸福苗乡。 共实施县庆重点工程项目51个，总投资
80.38亿元。 其中核心项目20个，总投资24.93亿元，均为交通、城市
建设、社会发展等民生项目。县里高度重视县庆项目建设，县主要领
导率各职能部门负责人，赴项目工地调研，协调解决困难。对所有项
目实行“一个项目、一套班子、一抓到底”，明确各单位职责和建设任
务完成时间表，并严格落实“日巡检、周调度、月督查、季考核”督查
考核机制，全县上下拧成一股绳，全力推进项目建设。

目前，20个县庆核心工程项目已完成投资9.02亿元，其中城东
公园、城东防洪堤、县城主干道升级改造、城东市民广场等项目进
展迅速，县城临主街房屋苗族风貌改造、LED（发光二极管）路灯改
造基本完工，锦江三桥已建成通车。

静卧要道数百年
阅尽人间无限春

永州发现3500米长明代青石板路

湖南日报4月4日讯（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杨万里 何海涛）4月3
日，记者在永州市零陵区石山脚街道马回村见到了一段至今保存完
好、全长约3500米的明代青石板路。 据零陵区文物专家现场考证，这
些青石板路修建于明代中期，距今约540年。

查阅马回村艾氏家谱记载，马回村前的青石板路始建于明成化
七年（1471年），由沿路300多户民众筹资、筹劳、筹物修建而成，历时
数十年。 建成后，成为当地明清时期湖南永州通往两广的主要官道。

马回村保存完好的这段明代青石板路，自西向东，路宽0.8米至
1.2米不等，路基、路面均由大小不一的上等青石板铺成。由于年代久
远，路面坑洼不平。 该村81岁老人艾志如介绍，宋朝时，艾氏前辈从
江西鹅公坝搬到马回村定居，并在此开荒造田，筑塘蓄水，凿石建
房，修路架桥，繁衍生息。 青石板路是艾氏族人搬来200年后才开始
修建的。该条青石板路建成后，成为湘桂古道上的一段要道。几百年
来，沿途各种商铺、茶亭闲庄、旅馆伙铺等有数十家之多，有几家商
铺建筑至今仍保存完好。

这段明代青石板路为何至今仍保存得这么完好？艾志如说，
一是用材好，都是从外地采购来的上等石材；二是建筑技术高，
建筑上一点也不马虎；三是多年来村民爱路护路成为习惯。

郴州：海关“纳税改革”试点
湖南日报4月4日讯 （李秉钧 姚铮铮

邓利娟）4月3日上午，郴州高新区海关特殊
监管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试点启动， 首家
试点企业———湖南金旺稀贵药业有限公司
向郴州高新区国税局、 长沙海关驻郴州办
事处递交了备案申请表。 此举旨在探索解
决长久以来困扰综合保税区发展的制度性
障碍，促进保税区企业转型升级。试点企业
自资格生效之日起， 可继续开展保税加工
业务，又适用区外关税、增值税、消费税相
关法律、法规，可跟普通境内区外企业一样
取得或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邵阳县：节前发送廉政短信
湖南日报4月4日讯（记者 蒋剑平 通讯

员 刘飞）“又是清明节日到， 踏青扫墓虽重
要，八项规定莫忘掉，出门公车要管好……”
4月3日， 邵阳县10余万名党员干部收到了
县纪委发送的廉政短信。为使全县领导干部
过一个真正“清明”的清明节，邵阳县纪委下
发通知，对使用公车或借用下属单位及管理
服务对象车辆进行私人活动，借祭扫之机搞
隐秘聚会、违规吃喝宴请等7个方面，做出严
格禁止规定。

宁乡：“景点实时数据”上线
湖南日报4月4日讯 （李曼斯 姜润

辉） 今日，“智慧宁乡·景点实时数据”平
台正式上线运行，游客可通过手机微信，
直观、全面了解宁乡热门景点情况，还能
查看实时旅游客流视频及相关数据分
析。 宁乡市智慧办介绍，“景点实时数
据” 是一个智慧服务平台， 既起到宣传
推介、 形象展示作用， 也能让游客更直
观、全面地了解旅游景区信息。 后续还将
开发景区购票平台， 满足游客异地预订
等需求。

3年实现近2万名贫困劳动力就业

近两年1.3万多名贫困群众易地搬迁

� � � �湖南日报4月4日讯 （记者 姜鸿
丽 鲁融冰 通讯员 田远斌 郭敬民）
4月4日，常德市2018“德商”恳谈会在
柳叶湖畔召开，600余名“德商”回乡

共商常德发展大计。
近5年来，常德连续举办“德商”

恳谈会，使之成为宣传推介常德的一
个品牌。 这次恳谈会上，常德推介了

185个产业带动强、 投资回报率高的
项目，总投资4600多亿元，其中工业
项目75个、 农业产业化项目16个、三
产服务业项目94个。重点推介项目20
个，其中包括常德中部国际新能源产
业园等10个工业项目，桃源富硒茶产
业主体公园等3个农业项目， 常德高
铁新城等7个三产服务业项目。

� � � �湖南日报4月4日讯（记者 杨军 邢
玲 通讯员 莫李丽）又是一年好时节，
银城再述故乡情。 4月4日，益阳市
第二届“汇智聚力·建设益阳”恳谈

会举行 ，360多名益阳籍工商企业
和科技、教育等界别的知名人士参
加 ，共话合作，共谋发展，共建家
乡。

近年来， 益阳市抢抓“一带一
部”、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现代农业
改革试验市建设等机遇， 大力推进
新型工业化，狠抓项目建设，不断改
善民生， 全市经济社会实现平稳健
康发展。 恳谈会上，进行了重点项目
集中签约。 共签约项目67个，合同引
资326.1亿元。

常德举办“德商”恳谈会
推介项目185个，总投资4600多亿元

益阳老乡回故乡建家乡
签约项目67个，合同引资326.1亿元

麻阳推进幸福苗乡建设
实施重点工程项目51个，总投资80.38亿元

祁阳：为老人追回养老钱
湖南日报4月4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

讯员 李会生)今日，祁阳县公安局民生路
派出所民警何剑锋将追回来的10万元现
金，返还给85岁高龄的唐姓老人，唐老连
声道谢。 今年1月，唐老在县城某市场偶
遇嫌疑人李某（女），一番交谈下来，李某
称自己离婚，想给唐老做老伴。 此后，李
某以买手表和还债为由， 分两次从唐老
处拿走10万元。 此事被唐老的儿子发现
后，李某玩起了“失踪”，唐老只好报警。 3
月29日， 民生路派出所民警在县城某出
租房内将李某抓获。

新闻集装 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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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图①② 4月4日， 旗袍佳丽在洪江古商城内走秀。 当天， 来自省
内外的30多名摄影家和媒体摄影记者走进洪江古商城采风创作， 用镜
头展现怀化的山水、 生态、 文化、 民俗、 旅游之美。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株洲 培训有专技 贷款有担保

新邵 搬迁有补助 就业有龙头

①

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