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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5月16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
员 汪令维 罗聪）“没想到， 我一名普通党员，
能够获得信用贷款50万元，资金瓶颈一下得到
了解决。”今天，湘阴县新泉镇西湘农业合作社
负责人张勇告诉记者， 合作社原有80亩土地，
今年又流转500亩土地，带动周边40多户村民
发展青蛙、稻田虾、泥鳅等特种养殖，预计今年
可实现综合收入480余万元。这是该县发挥“党
建+金融” 叠加效应、 助力乡村振兴的一个缩
影。

今年以来，该县为鼓励农村党员带头发展
产业，进而带动群众创业致富，探索出“党建+
金融”工作模式，为农村党员创业开辟信贷绿
色通道，解决创业资金瓶颈。该县试点推进“党
员先锋计划”，对农村创业党员的年龄、身体状

况、公信力等方面审核筛选，按照党员评议、预
授信、信息采集、评级授信流程，实行免担保、
高额度、低利率政策。目前，全县为农村创业党
员预授信48620万元，已放贷8258万元。

为了发挥“党建+金融”最大效益，鼓励农
村党员和群众发展稻田虾、 稻田蟹、“巨型稻+
青蛙+泥鳅”等特种养殖，派出农技、农机、畜
牧、供销社等30多名技术骨干深入农业项目一
线，定期组织金融、农技、财政、经管等部门召
开联席会议，及时帮助评估论证项目、提供技
术指导。新泉镇先行试点，支持100多名创业党
员发展产业项目，先后成立合作社142家，建立
水稻、龙虾、泥鳅等创业就业基地3万多亩，60
多名党员种养大户、产业大户通过信贷创业走
上了致富路。

该县结合“党建+协会”、党员设岗定责、党
员践诺等活动，开展“1+N”帮扶行动，安排创
业先锋党员与2名以上困难党员、 群众结对帮
扶，手把手传经验，面对面授技术，点对点抓项
目。新泉镇西林港社区贫困户夏亮患有轻微智
障，劳动能力不强。创业先锋党员李靖辉传授
他种植花卉、苗木技术，帮他在网络平台销售，
让他的生活得到了改善，新建了一栋80平方米
房子。

湖南日报5月16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庞华）近日，郴州市人社局负责人
介绍，今年1至4月，该市城镇新增就业2.9
万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44.08%，就业形
势稳中向好。

去年以来，郴州市以稳增长促就业为
重点，推动产业园区发展，进一步提高园
区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市里出台市本级
产业园区用工服务补贴暂行办法，对园区
企业用工给予补贴。同时，积极搭建校企
合作平台，将人才培养与用工需求精准对

接， 去年市里19所职业院校与园区37家
骨干企业签订了校企合作协议。该市还与
中南大学、湖南大学签订共建毕业生就业
基地协议，建立了引进外地知名高校人才
的合作机制。

今年， 郴州市进一步落实中小微企业
稳岗补贴、 用工服务补贴等一系列扶持政
策，调动企业吸纳就业积极性。还出台鼓励
扶持中小微企业发展“十条新政”，通过采取
“减、降、补、扶”等多方面措施，释放企业发
展活力，将园区打造成吸纳就业的“洼地”。

湖南日报5月16日讯（记者 周俊 通
讯员 谢继长 李亮）5月15日，312省道冷
水江市铎山段发生交通事故，造成道路拥
堵。铎山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处置，从发
生事故到恢复交通，仅用15分钟。据了解，
通过将交管职能下放基层，冷水江乡村交
通事故发案率下降了48.2%。

近年来， 在冷水江许多偏远乡镇，
随着车流量大幅增长，乱停乱放、无证
驾驶、交通拥堵等问题凸显，尤其在赶
集和重大节假日，农村往往出现堵车长
龙。以往出现交通问题，当地派出所只
能现场维持秩序，必须等待事故处理民
警前来处理，导致重复用警且工作效率
低下。

今年4月，在“放管服”改革中，冷水江
将违规查处、路面巡逻、安全检查等交管
职能下放至基层派出所， 建立起快速反
应、便捷处置的“大交管”格局，探索基层
警务工作向“一警多用、一所多能”转变。
基层民警通过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初级资
格培训和考试后，参与所辖区域内交通事
故现场处置、交通违法查处等工作；开展
过往车辆安全检查，对酒驾、无牌无证等
重点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常态化查处，从根
本上解决农村道路拥堵等突出问题。以此
为契机，冷水江在各乡镇主要道路完善交
通标志标牌、划定禁停区域、安装监控摄
像头、设立停车场等，改善了交通环境，减
少了交通事故。

湖南日报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李群

5月14日，经过湘鄂两地警民20多个
小时的努力，一只受伤的国家二级保护动
物黑熊成功获救。

5月13日15时，桑植县八大公山保护
区斗篷山站站长张有来接到群众电话：在
八大公山保护区与湖北七姊妹山保护区
交界的风车口一带，有一只黑熊被铁夹夹
住。

获悉情况后， 八大公山保护区党组
高度重视， 快速反应， 立即组织森林警
察大队与斗篷山站工作人员驱车赶赴
风车口。

沿着崎岖公路， 汽车经过5个多小
时奔波， 公安民警与斗篷山站工作人员
赶到风车口。 随后， 他们在森林中徒步

走了近1个半小时，于5月14日凌晨1时，
在位于湖南与湖北交界处的九流池找
到了被困黑熊， 与已在此守护受困黑熊
的湖北省七姊妹山保护区森林公安民
警汇合。

5月14日11时许，从武汉来的野生动
物救助专家赶到现场， 对受困黑熊实施
麻醉后， 将其被夹住的左前掌从铁夹中
取出，迅速对黑熊进行了体检、伤口诊断
和治疗。

13时20分，在黑熊苏醒前，现场所有
人员安全撤离。 野生动物救助专家表示，
黑熊伤口没有大碍，待其苏醒后，可在野
外独自生存，不需要人为干扰。

据了解，目前，在湖南省内22个林业
系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拥有像黑熊这
样大型兽类野生动物的保护区仅6个。

湖南日报5月16日讯（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刘继田 李明华）5月15日，宜章县林业局工作人
员和当地一家饭店的店主张海华， 把一头国家
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斑林狸， 带至骑田国有
林场野生动植物生态保护区放生。

张海华在宜章县城老机械厂家属区经营
一家饭店，平时经常有小动物跑到店内寻找食

物。5月14日晚，张海华正准备打烊时，一头黑
褐色的小动物跑进了饭店， 后逃窜至卫生间。
张海华开始以为是黄鼠狼， 于是将其捕获。后
来，他上网查询发现，这头小动物长得很像斑
林狸，想直接放生又怕它再回来捣乱，于是向
县林业局报告。 林业局工作人员经仔细辨认，
确定是斑林狸，决定将其放生。

湘阴开辟信贷绿色通道，解决创业资金瓶颈

“党建+金融”助力乡村振兴
郴州就业形势稳中向好

头4月城镇新增就业2.9万人

冷水江交管职能下放基层
乡村交通事故发案率下降48.2%

野生黑熊受伤 湘鄂联手救助

斑林狸跑进饭店 店主捕获后放生

5月16日，长沙市开福区伍家岭街道浏阳河社区开展廉政教育主题活动，通过“廉情”寄语
公示、“廉洁”知识答题、“廉政”案例宣讲等多种方式，提高辖区党员干部廉洁从政意识。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汪硕 摄影报道

社区劲吹廉洁风

新
闻
集
装

新
闻
集
装武陵源区：

廉政漫画“话”廉政
湖南日报5月16日讯 （记者 宁奎 通

讯员 王琼）“表态多调门高， 行动少落实
差”……近日，武陵源区直属单位3000多名
干部职工，各领到了一本区纪委、区监委编
印的廉政漫画画册《给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画个像》。画册收集相关漫画51幅，列出10
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表现，均是发生在群
众身边、反映较为突出的问题。该画册除了
发放给单位干部职工外， 还将发放到农村
党员、村（居）民小组长和部分群众手中，共
计发放6000多册，旨在对照漫画照“镜子”
找问题，自觉遵纪守法、廉洁履职。

望城区：
寻找“最美建设者”
湖南日报5月16日讯 （记者 王茜 郑

旋）昨天上午，长沙市望城区首届“最美建
设者” 活动总结暨第二届“聚焦产业大发
展，寻找最美建设者”活动启动仪式在雷锋
大剧院举行。 来自全区项目建设和产业发
展主战场的11名“最美建设者”代表，荣获
了“最美建设者”奖杯。此次活动从2017年4
月正式启动， 经过1年时间的记者寻访、单
位推荐与个人自荐、媒体评审等环节，卜易
斌、王玉强、谭文海等11位建设者成为望城
区千千万万名“最美建设者”的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