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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刘昭云 龙新春

6月27日，91岁高龄的老党员
李魁将手写的思想汇报， 送到了
邵东县宋家塘街道党工委。

李魁是宋家塘街道金兴社区
人，18岁参军， 先后参加解放战
争、抗美援朝战争。1949年渡江作
战时表现英勇，荣立二等功，并被
组织批准火线入党。当时，他十分
激动，向组织表示：一生一世跟党
走。

转业到地方后， 李魁保持军
人本色，对党忠诚、信念坚定、工
作勤勉。退休后，他也没有放松对
自己的要求， 坚持每天学习并做
笔记， 学习笔记分为“共筑中国

梦”“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学无止境” 等6个专题，目
前已写学习笔记10多万字。2008
年， 李魁夫妇搬到郴州与儿子同
住。10年来，只要身体允许，他都
会及时赶回邵东参加每月的支部
主题活动，定期缴纳党费，做思想
汇报。2014年，他的老伴不幸罹患
直肠癌，术后要经常换药，一年下
来要3000元。 对于有着固定退休
工资的李魁来说， 这笔钱并不是
一个大数目， 但他毅然向护士学
起了护理及换药程序， 在家里当
起了老伴的专属护理员。

李魁在思想汇报中写道：“我
要发扬火线入党的战斗精神，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对党忠
诚……”

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欧阳霞林 卢韬

“我老伴常说，自己最骄傲的
事就是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6
月26日， 在娄底市中医医院住院
部黄成富的病床旁， 邬仲秀含泪
告诉记者， 有着47年党龄的老伴
黄成富对她说：“老婆，你给我100
元，我还要交最后一次党费。”

今年67岁的黄成富是娄底市
娄星区石井镇大井村人，1969年
入伍，197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7年退伍。服役期间，曾2次荣
立三等功。退伍后，他利用在部队
学到的一技之长跑起了运输，日
子过得红红火火。因为勤劳肯干、
乐于助人，黄成富颇受乡邻称赞。
2016年， 黄成富在医院检查出患
肺癌晚期，此后辗转长沙、娄底的

医院治疗，病情日益严重。
6月22日，大井村党支部举行

“庆七一·不忘初心” 主题党日活
动， 先天接到电话通知的黄成富
嚷嚷着要去参加。邬仲秀和儿子、
媳妇劝他，连路都不能走了，就别
去了吧。 黄成富说：“这可能是我
最后一次过组织生活， 你们一定
要送我去。”

6月22日， 在妻儿等人搀扶
下，黄成富走进了活动会场，与会
党员对他的到来报以热烈掌声。
黄成富用颤抖的手， 掏出了100
元，交给党总支书记金义成，说：
“衷心感谢党对我几十年的培养。
我有两个心愿， 一是死后不办丧
事， 把省下来的钱捐给医疗科研
机构作经费； 二是希望能将遗体
捐献给科研机构。 请党组织一定
监督我的儿女们执行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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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29日讯 (记者 龚柏威 通讯
员 易宇 郭莹)6月27日，益阳市农科所研究员
杨通洲来到长沙，参加省稻瘟病室内抗性鉴定
平台观摩与研讨。他因在水稻育种方面取得重
要成果，曾受袁隆平邀请，加入其海水稻研发
团队。在益阳市“金字塔”形“三农”人才队伍
中，杨通洲属于塔尖的部分，是农业科研人才
中的佼佼者。

为推动乡村振兴， 近年来， 益阳市积极
引进农业科研人才， 并注重培养本土人才，
建设由科研人才、农业技术人员、新型职业
农民、 农村实用人才等构成的“金字塔”形
“三农”人才队伍。从2014年至今，该市农委
引进农业科研人才21名， 安排至合适岗位，
发挥他们在重点技术领域的带头、 带动作
用。同时，选送本土农业科研人员、农业技术
人员到高校进修深造，参加国家级、省级重
大课题研究，让他们在学习和实践中增长才
干。他们先后参与原农业部洞庭湖绿色高效
农业示范创建等多个科研课题，取得丰硕成

果。市农科所研究员杨通洲获得全国农牧渔
业丰收奖一等奖、 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等。
市农科所研究员张锦余主持完成的“猪流行
性腹泻综合防控技术研究与示范” 项目，去
年获益阳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同时， 益阳市建立政府主导、 部门协作
机制，培养和扶持大批新型职业农民、农村
实用人才，为人才“金字塔”构筑宽厚、坚实
的底部。近3年来，该市每年培育新型职业农
民3000余人。 新型职业农民带动了资金、技
术等要素流动与科研成果转化，对现代农业
产业发展、 精准扶贫等起到了重要作用。他
们中，涌现出大力推动稻虾共养的南县明康
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陈明亮， 全国劳模、
资阳区中正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钟育贤等一
大批致富带头人。目前，益阳市还培育农村
实用人才16万余人， 他们联系千家万户，积
极推广良种良法、参与实施农业产业化项目
等，有力促进了农村发展、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

湖南日报6月29日讯（记者 李文峰）农村
青壮年劳动力多外出打工，谁来种地、地怎么
种？“攸县供销合作联社控股成立大农和生态
农业责任有限公司，打造‘3公里土地托管服务
圈’， 帮助农民实现‘离乡不丢地、 不种有收
益’。”近日，攸县县委书记谭润洪接受记者采
访时介绍。

据了解， 攸县常年外出务工人员达18万
多人，占全县农业人口近三成。为解决无人种
地的问题，近年来，该县积极探索，发展以土地
托管为主的农业社会化服务。该县供销合作联
社以其社有企业惠农公司为主体， 先在皇图
岭、江桥等6个乡镇（街道）试点建立土地托管
服务中心，在村里建立土地托管服务站或惠农
服务社。去年2月，惠农公司注资210万元，联
合5家水稻、农机合作社及农资、农技服务大户
等，共同创办大农和公司，在坚持土地权属不
变的前提下，推出“保姆式”“菜单式”“劳务式”
等多种模式的土地托管服务， 服务内容包括
播、耕、种、管、收、储、加、销等。

“目前，全县土地托管面积达10万亩，其
中农机服务双季稻5.5万亩，农资供应服务4.5
万亩。”大农和公司负责人介绍，他们为不流转
土地、 又常年外出务工或无劳动能力的农户，
提供“保姆式”全托服务；对有部分劳力的农户
提供“菜单式”半托，将服务项目列成单子，统
一价格标准，让农户自主选择；对仅需要劳务
服务的农户，还提供“劳务式”托管，承担其生
产中的劳务项目。

“通过土地托管，实行统防统治、机耕机
收、代储代销等，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机械化、
规模化水平， 生产成本大幅降低， 每亩增收
400到600元。”攸县宁家坪镇笔武村村委会主
任、惠农服务社社长陈建平说，土地托管把一
家一户零星分散的土地整合起来， 提高了效
益。 笔武村惠农服务社除了托管本村2700亩
耕地，还托管了周边7个村8000亩耕地，不仅
种植水稻，还种植杂粮、蔬菜、中药材等，推动
了当地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得到前来调研的省
政府领导肯定。

建好“金字塔”形“三农”人才队伍

人尽其才干
实用是关键

发展多种模式土地托管服务

离乡不丢地
不种有收益

益阳：《今日长征路》首发
湖南日报6月29日讯 (记者 邢玲 通讯员 李志农)今

日，益阳市第一本关于长征方面的纪实寻访题材读物———
《今日长征路》首发式举行。去年4月，益阳市政协启动以
“今日长征路”为主题的学习考察活动，组织部分政协委员
沿当年中央红军行进路线，重走长征路。活动历时半年，途
经8省份，行程2万多公里。不少政协委员以生动的文字和
图片，记录了他们所见、所闻、所思、所获。该书由中国文史
出版社出版，收录15位政协委员的文章58篇。

雨花区：“五防”课程进校园
湖南日报6月29日讯 （记者 王晗 通讯员 柳军）

昨天，长沙市雨花区“关爱儿童·呵护明天”志愿服务活
动在砂子塘万境水岸小学启动，区教育局、区妇联联合
长沙市红十字会志愿服务队， 引入全国知名公益项
目———赋权式儿童安全“五防”课程，以更好地维护少
儿合法权益。“如何防性侵、防拐卖、防校园暴力、防灾
害、防意外……”活动中，志愿者讲师通过大量案例，讲
授了孩子如何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处理紧急危险情况，
教师如何保护学生安全等方面的知识。

湖南日报6月29日讯 （记者 周俊）近日，
娄底市举办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小微企业发
展·服务实体经济” 推进会。20家银行业机构
助力全市270家小微企业，共新增贷款41.37亿
元，着力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

近年来，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基础，娄
底开足马力推进产业转型， 大力发展实体经
济，培育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一大批新业态、新
产业蓬勃发展。为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娄
底依托银行业金融机构，积极推进普惠金融发
展，引导金融活水流向小微企业。截至5月底，
全市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55亿元，占各项贷款
余额的37.23%，同比增长18.62%；完成小微企

业贷款户数4.11万户，同比增加1819户。
针对小微企业“小、散、多”等特点，娄底制

定个性化服务措施，出台扶持小微企业、高新
技术企业发展等系列税收优惠政策，按规定减
征、免征、缓征困难企业相关税收；通过“政银
企”洽谈会、金融担保、征信管理、风险预警等
方式，开辟绿色融资渠道，解决资金问题；开展
“只跑一次”、全程代办、跟踪服务等改革，优化
办事程序，减少企业负担，帮助企业集中精力
谋发展；加大“诚信娄底”建设，建立健全金融
债权维护司法机制、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
惩戒制度、金融稳定协调机制、优化金融生态
环境的长效机制，构建起完备的信用体系。

湖南日报6月29日讯 （记者 张颐佳 通讯
员 李双妍）近日，长沙市装配式建筑产业创新
战略联盟成立暨工作推进大会在长沙金霞经开
区召开，以助推长沙装配式建筑产业的发展。

据介绍，装配式建筑是一种先进的建造
方式，节能环保，可提高建筑安全水平，对推
动绿色与协调发展意义重大。 这次会上，长

沙市装配式建筑产业“一基地三中心一联
盟”（装配式建筑产业人才培训基地，装配式
建筑促进中心、产品研发中心、质量检测中
心，创新战略联盟）正式成立，这意味着省会
装配式建筑产业服务平台体系搭建完成。会
议选举远大住工、中民筑友、三一集团等企
业为联盟常务理事单位。

长沙是全国首批装配式建筑示范城市。
目前， 该市已拥有8个国家级产业基地、11个
省级产业基地， 装配式建筑年建设面积已达
450万平方米、年产值达300多亿元。这次会上
制定了长沙市装配式建筑产业链三年发展规
划，力争到2020年，长沙装配式建筑年建设面
积达到1000万平方米，形成千亿级产业集群。

湖南日报6月29日讯（记者 雷鸿涛 通
讯员 郭跃峰 莫平辉）近日，记者漫步在洪
江市清江湖景区（托口水库库区），只见湖
水清澈、 碧波荡漾， 看不到白色垃圾和网
箱。洪江市民杨艳告诉记者，前几年她经过
这里时，看到的是密密麻麻的养鱼网箱，水
体严重污染。这是洪江市落实“河长制”、做
活“水文章”的一个缩影。

洪江市共有大小溪河327条，全长1170
公里。 去年以来， 洪江市扎实推进“河长
制”，逐步形成三级河长管理体系。清江湖

景区重现昔日晶莹透澈的湖面， 得益于该
市在落实“河长制”过程中，开展“退养还
湖”、“退养还河”，打造清江湖湿地公园。

洪江市在实施“河长制”的过程中，跳出
“就水治水”的思维模式，注重做活三篇“水文
章”，构建以水为特色的绿色产业体系。

做活“水+全域旅游”的文章。把河道、水
库当作景区来建，将沅水沿线的清江湖国家
湿地公园、 黔阳古城等景区景点串联起来，
重点打造湘黔古道沅水百里山水画廊。

做活“水+现代农业”的文章。加快实施以

“城乡供水一体化、农村供水城市化”为建设目
标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完成病险水库除险加
固、小农水工程、节水灌溉工程等项目117个。

做活“水+绿色工业”的文章。在工业园区
发展建设中，设立生态环保门槛，拒绝“两高
一资”企业，推进以清洁能源为首位产业，绿
色食品深加工、 先进装备制造、 电子信息产
业、新型材料为主导产业的“1+4”绿色工业。

做活“水文章”，乐了老百姓。以旅游产业
为例， 去年洪江市接待国内外游客159万人
次，收入12.58亿元，分别同比增长15%、14%。

娄底普惠金融 扶持小微企业

装配式建筑“抱团”发展
长沙力争三年形成千亿级产业集群

“河长制”泼墨“水文章”
洪江市构建以水为特色的绿色产业体系

6月29日，长沙市天心区坡子街街道八角亭社区，党员们点亮生日蜡烛，庆祝中国共产党建
党97周年。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刘艳明 摄影报道

为党庆生 向党致敬

6月28日，浏阳市蕉溪镇万丰湖，百余亩荷田连成片。近年来，该镇立足“浏阳绿心、山水蕉溪”的发展定位，
积极发展乡村旅游业。目前，已完成176亩荷花池升级改造和环湖绿化提质以及环湖游道、生态停车场、幸福屋
场建设。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通讯员 李圣景 摄影报道

浏阳绿心
山水蕉溪

九旬老党员的“初心”———
一生一世跟党走

47年党龄老党员的心愿———
“交最后一次党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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