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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助残
畅游湘博
4月24日， 残障人士参观

省博物馆内展出的文物。当天，
长沙市三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开展“畅游省博物馆，传承湖湘
文化”活动，组织60余名来自长
沙市开福区通泰街道的残障人
士参观省博物馆。

见习记者 傅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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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4月24日讯 （记者 肖洋桂
鲁融冰 通讯员 刘杰）4月24日是“中国航
天日”。 当天上午，中国航天科普巡展澧县
站开展。神舟飞船返回舱、神舟飞船降落伞
以及火箭残骸等实物展示以及VR太空体
验等科技项目，吸引了4000多名市民及中
小学生参观。据介绍，在县级城市举办此类
活动，在中国航天科普巡展史上尚属首次。

开展仪式
上， 中国高科
技产业化研究
会与澧县政府

签订协议， 拟在澧县建立航天科普院士工
作站，成立中国航天太空育种基地，将适合
澧县地理地质环境的农作物品种搭载上天
（即“澧品上天”），接受外太空自然辐射，改
善口感，优化品质，提升产量。

主办方中国高科技产业化研究会、澧
县政府在澧县体育馆搭建了8000平方米
展览大棚，分航天展区和互动体验区。航天
展区展出航天器实物、模型、视频、图文展
板等50余件展品。互动体验区设有互动月
球车等高科技项目。展览为期一个月，市民
可免费参观。

湖南日报记者 蒋睿 通讯员 李耀湘 谢敏

“我是去年脱的贫， 靠的就是养黑山
羊。”4月21日， 湘潭县分水乡分水村村民
肖加强脸上挂满了笑容。他告诉记者，近年
来羊肉市场行情很好， 去年底全家就脱贫
了。

几年前， 肖加强在广州打工， 每月
2000多元的收入。2013年底， 肖加强回家
探亲。 看到村上很多人家的红白喜事上必
不可少的一道菜便是羊肉，他琢磨着，要是
能够养羊致富，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当时，跟家里人提出养羊，遭到了强
烈反对。”肖加强说，做了一个星期的思想
工作后，家人最终支持他的决定，并将家中
的2万元积蓄交到了他的手上。2014年初，
肖加强从外地购回了34只黑山羊羔，把家
中的猪圈改成了羊舍。

由于缺乏养殖技术， 仅半年时间，34
只黑山羊羔死了一半。 焦急的肖加强找到
了乡农技站工作人员。

“农技站的老师们都非常有耐心，不仅
传授养羊技术， 还隔三差五来我家查看羊
羔的生长发育情况。”肖加强说，除了农技
站的帮扶， 乡政府扶贫工作队还帮他申请
了4万元扶贫小额信用贷款。

如今，羊舍变成了“羊之味”种养专业
合作社，羊群规模达数百头。肖加强乐呵呵
地说， 他所有出栏的黑山羊年前全都销售
一空，纯收入7万元。

分水乡是典型的山区乡，土壤肥沃，可
利用的草地资源达37000多亩。近几年来，
分水乡将黑山羊养殖作为精准扶贫“一乡
一品”的主打产业，发展了祥瑞、海兰、建丰
等7家为代表的黑山羊养殖合作社，现存栏
黑山羊11000多头， 成为湘潭县首个存栏
黑山羊过万头的乡镇。

分水乡相关负责人表示， 该乡通过争
取部分产业扶贫资金的注入，采取“合作社
+贫困户” 的方式， 在产和销方面提供便
利，让贫困户稳定脱贫的同时，也确保他们
脱贫之后稳定致富。

中国航天科普巡展澧县站开展
澧县将建航天科普院士工作站

湖南日报记者 奉永成 通讯员 何云雄

怎样才算过上了好日子？ 江永县桃川
镇上洞村周永相给出的答案是： 娶媳妇 、
建新房。

4月17日， 周永相在他的竹鼠基地告
诉记者，这也是他今年的奋斗目标。

周永相今年32岁， 由于父母患病，
2014年，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人穷志不穷， 周永相曾两次创业。
2010年， 周永相向亲戚借钱养殖竹鼠，由
于不懂技术，一场热鼠病，让他血本无归；
2014年，周永相又向亲戚借钱，租地种芋
头，因当年行情不好，再次失败。

两次创业失败， 让周永相心灰意冷，
“人生大事”也就此耽搁下来。

精准扶贫工作开展后，桃川镇组织贫困

户参加养殖技术培训班，工作队动员周永相
去参加，并帮他申请3万元的小额贷款。

有了技术和资金， 周永相又一次萌发
了创业的想法， 他买回200只小竹鼠在家
里小规模养殖，这一次，他的创业之路一帆
风顺， 竹鼠繁殖快， 再加上周永相管理得
好，2017年发展到900只，纯收入6万多元，
不仅还清了贷款，还有了存款，全家一举跃
过贫困线。

周永相脱贫了，消息很快传遍了全村，
村里9户贫困户纷纷找到周永相， 推荐他
牵头，成立竹鼠养殖专业合作社，带领大家
养殖竹鼠脱贫致富。

抱团发展，周永相信心更足。“合作社争
取每年出栏竹鼠4万只。”周永相说，今年确
定合作社的目标后，自己的“小目标”也定
了，那就是争取建一栋新房子，娶个好媳妇。

娶媳妇 建新房

养山羊 喜洋洋
精准扶贫在三湘

湖南日报记者 雷鸿涛 通讯员 张涛 舒鑫

前些日子， 在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平
茶镇小岔村香椿种植基地， 新寨生态种养
合作社的社员们在采摘香椿， 忙得不亦乐
乎。每逢入春，合作社负责人陆景辉便成了
村里最忙碌的人，每天电话不断，跟他订购
香椿的客户络绎不绝。

香椿被称为“树上蔬菜”，嫩芽可做
成各种菜肴， 受到城市居民喜爱。“别看
香椿不起眼，在我们村，这可是个大产业
哩。”陆景辉乐呵呵地说，作为该村的龙
头产业，香椿已成为村民的“摇钱树”。目
前，合作社种植60多亩香椿，一季能采摘
5000多公斤，远销长沙、广州、深圳等地。
香椿均价为每公斤60元， 一季销售收入
可达30多万元。

小岔村系贫困村。2014年， 村里有人
开始种植香椿，但没有成规模。为进一步发
展香椿产业，形成规模和品牌，让更多贫困
人口受益，村支两委采取“合作社+农户”
模式， 于2016年成立新寨生态种养合作
社。合作社主要从事香椿、蔬菜、水果等种
植。社员以“资金+土地”入股，目前共有社
员30户，其中贫困户占大半。

贫困户王成霞以土地入股合作社，并
在合作社务工，负责除草、采摘和包装。“这
里做事每天有80元报酬， 加上入股分红，
脱贫没有问题。”王成霞说。

虽然目前已处于香椿销售末期， 但还
是不断有客户打电话要求订购。“今年我们
预计给每户社员分红3000元以上。” 陆景
辉说，为增加收益，合作社还将建设大棚种
植反季香椿。

小香椿“摇钱树”

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打铁必须自身硬。
组织部门是管党治党的重要职能部门，

管好自己是管好党员干部的前提。
今年3月，一场以加强组织部门政治建设

为根本目标的“三项教育”在全省组织系统中
深入开展。以铸牢政治忠诚、提升政治能力、
强化政治担当为主要内容的责任教育， 以保
持政治本色、守住政治底线、增强政治定力为
主要内容的廉政教育，以增强政治自觉、严守
政治纪律、 防范政治风险为主要内容的保密
教育，一个月时间里，全省各级组织部门周密
安排、突出主题、亮出实招，采取一系列严实
举措高质高效开展。

“时间虽短，收获颇丰！”组工干部们纷纷
表示，通过教育，接受了一次精神洗礼，更深
刻理解了一名组工干部的职责与使命， 理想
信念筑得更牢了，肩上的担子扛得更实了，纪
律的弦绷得更紧了。

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不断培厚
良好政治生态的土壤

这次教育聚焦政治建设，对责任、廉政、
保密都提出了明确的政治要求， 强调突出政
治理论抓学习、围绕政治纪律查风险、强化政
治担当补短板，站位高、落地实，把握了新时
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抓住了以政治建设统领
组织部门自身建设这个关键， 不断培厚良好
政治生态的土壤。

“三项教育”开展以来，各地突出政治理
论学习， 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 重点学习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
一中、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十九大后习近平
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引导广大组
工干部进一步提升政治站位， 树牢“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始终做到旗帜鲜明讲
政治。

省委组织部最近召开的几次部务会，都
把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精神
作为第一个议题，通过集体学习，深学细悟党
的创新理论，着力武装思想头脑、提升政治素
养。部机关党委不定期编印《学习活页文选》，
将最新最重要的理论和政策学习资料发放给
每名干部。 部务会成员自觉以普通党员身份
参加所在党支部“三项教育”的学习讨论、专
题组织生活会、主题党日活动等。

各级组织部门通过开展专题培训、 观看
红色影片、撰写心得体会、组织理论测试等方

式深化学习教育，共讲党课130多堂，开展集
中学习研讨200多场次，撰写学习心得体会文
章2500多篇。 桑植县委组织部结合主题党日
活动，组织组工干部到贺龙纪念馆、刘家坪红
二方面军长征出发地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
展党性教育。 慈利县委组织部请老组工干部
讲部史部风， 引导部机关党员干部进一步弘
扬组织部门政治坚定、公道正派、无私奉献等
优良传统和作风。

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着力破解
自身建设中的难题

“组织部门作为党管干部的重要职能部
门，不能被所谓的‘光环’所笼罩，而忽视自身
建设”“推动组织工作高质量发展， 需要多听
取来自基层的声音”……当前，群众对组织工
作的关注越来越多， 对组织工作的期盼也越
来越高。在“三项教育”中，各级组织部门始终
用好坚持问题导向这把“金钥匙”，带着问题
学，针对问题改，抓住关键补齐短板，着力完
善薄弱环节，推动自身建设迈上新台阶。

“我们向全体部机关干部职工家属发出倡
议：勤算政治、名誉、家庭、自由‘四笔账’，提醒
监督家中的组工干部守住底线、 盯住标线、不
越红线……”3月29日，衡阳市委组织部机关五
支部的家属恳谈会上，11个党员家庭在党旗下
庄重地签下了“当好廉内助，守住全家福”的倡
议书。倡议书得到了家属们的热情“点赞”。

“我爱人从事干部监督工作多年，她的嘴
巴撬不开，确实有人想从我这儿拉关系、套近
乎。” 干部监督科科长周琳的爱人胡玉良坦
言，签订倡议书后，自己心中的“纪律之弦”绷
得更紧了，要继续做到“相互照镜子、平时扯
袖子、互相搭台子”。在“三项教育”中，衡阳市
委组织部从干部“身边人”入手，将教育监督
从机关拓展到家庭，不断凝聚教育合力，提升
教育实效。

从今年3月起，长沙市雨花区左家塘街道
红花坡社区党委书记曾铁刚又多了一个新身
份：雨花区委组织部部风监督员。和老曾一样
被聘为部风监督员的， 还有29位雨花区的基
层村（社区）党组织、离退休支部书记。他们的
主要工作是监督组工干部服务基层的工作作
风，收集反映区管干部的“生活圈”“朋友圈”
情况，对基层党建、选人用人等工作提出建议
等。 区委组织部每半年还将召开一次部风监
督员评议会， 由部风监督员对全体组工干部
进行评议， 测评结果将作为组工干部评先评
优和年度考核的重要依据。

着眼查摆整改实际问题，各级组织部门以
“三项教育” 为契机， 把活动中激发出来的热
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真正在防范
风险、解决问题上下功夫。株洲市委组织部通
过轮岗激发干部活力，3月集中调整11名正科
职干部，轮岗率达到65%。怀化市委组织部对
岗位问题风险清单实行逐级审核把关，制定了
《实行岗位风险防范管理的实施意见》。龙山县
委组织部完善开门评部制度， 设立部务公开
栏，制定部机关办事公开指南，明确8大类、46
项办事流程，接受党员干部群众监督。

以推动实际工作为检验，推动
组织工作高质量发展

各级组织部门坚持以推动工作为检验，
着力融入当前实践，把开展“三项教育”与当
前工作、自身建设、建章立制紧密结合起来，
做到学以致用、学用结合，推动组织工作高质
量发展。

“今年1月到3月底，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
各类案件4194件，结案1807件，结案同比增加
445件，增幅为32.67%。”

看到一季度的“成绩单”，省高院党组成
员、政治部主任黎池稍稍舒了一口气。针对机
关干警反映强烈的人案矛盾突出问题， 近段
时间来， 省高院政治部赴贵州省高院和成都
市中院“取经”，并结合我省法院系统的实际
情况，拿出了新型审判团队组建初步方案，以
最大限度地缓解过去存在的案多人少的压力
和矛盾，统筹人员力量，发挥整体优势。

“成绩离不开我们在‘三项教育’中细化
实施的‘三办’机制。”黎池介绍，省高院政治
部推行以“马上办”提升工作效率，以“热心
办”让干警少跑路，以“认真办”把工作落到实
处，实现“两手抓、两促进”。

开展“三项教育” 的目的是为了推动工
作。短短一个月来，各级组织人事部门立足干
好本职工作来抓好“三项教育”，把教育成果
体现在工作成效上。衡阳市组织100名年轻干
部到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开展“创新引领
开放崛起”专题培训，向各县市区、市直行业
系统交办20项基层党建重点项目。 湘潭市委
组织部开展部机关干部“下基层、践初心、促
发展”活动，引导组工干部下基层、访民情，推
动解决基层党建工作中的重难点问题。 汝城
县委组织部列出6条整改清单，针对当前精准
脱贫实际需要， 抓紧制定发挥组织部门职能
作用、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组织保障的具
体办法和措施。

“肩上的担子扛得更实了，
纪律的弦绷得更紧了”

———全省组织系统开展“三项教育”工作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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