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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陈昊 通讯员 吴红艳

“金哥，昨晚你深更半夜在朋友圈晒结
婚证，害我们兴奋了一晚，等不及来道喜。”
“嫂子在上海打工，你是怎么把人家哄回来
的？”“证是领了， 你还欠我们大家一餐酒
哦。”

……
8月1日清晨， 花垣县十八洞村施六金

家，沾喜气、讨喜糖、送祝福的人络绎不绝。
施六金笑呵呵的， 眼睛眯成一条线说：“现
在只是先扯个证，等日子选好了，我请大家
扎实搞一餐酒，然后帮忙抬花轿子，把新娘
子热热闹闹接进门……”

一旁的吴春霞早已羞红了脸， 躲进灶
房和婆婆一道淘米、洗菜，准备早饭。

45岁的施六金，1.70米的个子，看起来
健康结实。这天，他穿一件白衬衣，搭一条
绿色军裤，说话做事更显得清爽。他家的3
间大木房连着两间偏房一字儿排开， 位于
十八洞村梨子寨停车场边。

4年前， 这还是几间年久失修的破木
房。2014年， 花垣县委精准扶贫工作队驻
村开展精准扶贫工作，帮助贫困户修路、通
电、改厨、改厕、改圈……施六金家的老木
房子整修一新，烂泥院坝铺上了青石板，涓
涓山泉水引到了厨房边。

2016年初， 看见进村游客越来越多，
施六金结束了多年漂泊的打工生涯， 回家
办起了农家乐， 生意红火时每月收入有
3000多元。当年底，一举摘掉了穷帽子。

去年10月，十八洞村山泉水厂建成投
产， 施六金应聘上岗， 成了按月领工资的
“上班族”，每月工资到手4000多元。再加
上村里合作种植猕猴桃、 黄桃、 冬桃的分
红，穷苦多年的施六金终于有了稳定收入，
日子越过越红火。

“穷帽子是摘了， 但六金还没讨得婆
娘，这个家还是不圆满。”老支书杨伍玉一
直为施六金的事操心。

“以前也有过喜欢的妹子， 可房子破
烂，家里穷，我也不好意思拖累人家，慢慢
也就没再来往……”提起之前生活的窘况，
施六金毫不遮掩。

尽管一直单着，但不管村里哪家办红白
喜事，施六金都最热心。村主任龙吉隆竖起大
拇指说：“村里的事，金哥一点儿不含糊。我们
发展乡村旅游需要修建停车场， 他主动让出
田土来，让一寨人都感动。”他还常常利用休
息时间， 义务为外地学习考察团队和游客引
路导游，为村里发展尽心出力。

千里姻缘一线牵。今年初，一同在水厂
上班的几位大姐当“红娘”，给施六金介绍
了在上海打工的花垣城郊花桥村姑娘吴春
霞。 被大姐们关于十八洞村的大变化和施
六金的故事打动， 吴春霞对十八洞村的发
展有了信心，对施六金的好感也不断攀升。
网络表爱意，微信传真情，两颗寂寞的心一
天天挨近，一缕缕情丝越缠越紧。

眼下，田里的稻子灌浆了，坡上的蜜桃
成熟了， 金哥家新人进门了……乡亲们默
默祝福着，期盼他们早日抱上胖娃娃。

湖南日报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邓立平 匡凤 尹鹏

“以前没技术，只能种田。现在多亏
企业来帮扶， 进厂上班， 收入稳定。”近
日， 记者见到醴陵市浦口镇三铺村贫困
村民朱从华，他说起自己的“脱贫经”时
一脸感激。

朱从华一家4口， 大女儿患狼疮性肾
炎，小女儿读书。沐浴“万企帮万村”春风，
2016年4月， 朱从华进入当地一家公司工
作，月工资3000元，去年其家顺利脱贫。

至今年上半年，醴陵市进入“万企帮万
村”台账管理的民营企业有122家，共结对
帮扶94个村及贫困户6949户22478人，已
投入产业扶贫资金1068万元、受益贫困人
口2870人， 还开展技能培训3897人次，安
置就业3204人。

以“鱼”夯基开富路
沩山镇沩山村距市区15公里，有贫困

户121户419人。 谈起公司帮扶该贫困村，
醴陵华鑫电瓷董事长石军生说：“我是办企
业的，刚进村时很懵，搞不清村里适合发展
什么。”

“要致富，先修路！”通过调研，石军生
和驻村帮扶工作队达成共识， 决定投资将
村里总长8公里的3条村主干道改造成水
泥路。“原先东西进村出村靠肩挑手提，现
在车子可以开到地边。” 谈到村里的变化，
沩山村一位村民高兴地说。

“3年来，华鑫电瓷捐资40多万元，帮
助沩山村完善硬件设施，建设光伏发电、农
业产业项目， 还引导村民成立了专业种植
合作社，为村集体年增收近5万元，帮94户
322人脱了贫。”沩山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彭
昌建高兴地说， 该村去年退出了贫困村行
列。

授“渔”扶智强本领
2015年以来，醴陵市浦口镇有家民企

每年结合自身用工需求， 组织或委托机构
培训贫困户4批次60余人， 还安排20多名
贫困劳力到企业务工，人均月工资2000多
元。

“在屋门口就可以做事，收入也不错，
生活越来越好了。” 在板杉镇油茶基地，擂
鼓桥村贫困户刘卷书在埋头干事。他说，自
从接受金桥油茶实业公司实用技术培训，
提高了致富本领，现在年收入3万元，还在
往上涨。

在“万企帮万村”中，醴陵市各企业注
重扶智，开展多种形式的技能培训。去年，
该市举办3场“春风行动” 专场招聘会，有
126名贫困劳力凭参加培训掌握的一技之
长找到了工作。

据介绍，醴陵市“万企帮万村”涉及陶
瓷、花炮、服饰、种养等产业，通过捐资捐
物、培训技能、安排就业等，全方位推进精
准扶贫。 该市工商联同心教育基金近两年
还募集42万元， 资助331名贫困家庭孩子
上学，致力斩断贫困之根。

精准扶贫在三湘

金哥“脱单”记

醴陵：企业帮扶促脱贫

———来自长江经济带的报道

� � � � 湖南日报8月6日讯（记者 左丹 通讯
员 邹红珍）今天下午，湖南省教育考试院
公布了湖南省2018年普通高校招生本科
三批平行一志愿投档分数线。 部分院校投
档线超过本科三批控制线20多分以上，有
的达到了40多分。如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
院文史类投档线为530分， 超过我省二本
控制线4分、三本控制线44分；理工类投档
线为451分，超过二本控制线线1分、三本
控制线42分。

公布的投档线显示， 中国传媒大学南
广学院、南京大学金陵学院、厦门大学嘉庚
学院、 南开大学滨海学院文史类投档线均

在525分及以上。 武汉科技大学城市学院、
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 上海财经大学浙
江学院理工类投档线均在450分及以上。
省内高校中， 湖南师范大学树达学院文史
类520分，理工类442分；湘潭大学兴湘学
院文史类517分、理工类438分；长沙理工
大学城南学院文史类519分、 理工类445
分。

平行志愿投档的规则： 在上线考生中
先按分数优先的原则从高分到低分排序
（当遇到多名考生同分时，分别按语、数、外
三科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再按考生填
报的学校顺序出档。

本科三批平行一志愿投档线公布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黄婷婷

陈修定头发已经花白，脚穿布鞋，双手轻
抚着需手工转动的轮盘，几秒钟功夫，洁白的
高岭土便在他的手上成型，已经完成的11个
陶瓷碗整齐地摆放在面前长凳上。

他说，自己这一辈子只干拉坯的活，拉了
49年。

在景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 有几十个像
陈修定这样的制瓷工匠， 还有部分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传承人。 他们各自分担着不同的
制陶工序，印坯、刻花、施釉……在手工陶瓷
技艺已经式微的今天， 景德镇还保留着手工
制瓷完整的72道工序。

陈修定告诉“大江奔流”采访团记者，他
每天要拉坯成型300多个瓷器。 经过他手的
半成品瓷器摆在木架上晾晒，多以碗、罐等日
常器具为主。

湖北女孩姚茂清对景德镇的印象也停留
于此，在她来景德镇之前，她认为，陶瓷只是
简单的餐具。

她说，直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尝试
以水墨画风格设计陶瓷， 慢慢形成了自己的
作品风格，她才发现，在景德镇，陶瓷可以有
无数种可能。

2017年，姚茂清搬进了陶溪川陶瓷文化
创意园的邑空间， 并成立了自己的陶瓷工作
室品牌。

和景德镇的御窑厂、 徐家大窑等传统古
老的制瓷场所形成鲜明对比， 陶溪川陶瓷文
化创意园酷似北京的798艺术区。 占地3000
余平方米的邑空间设立在一个废弃的工厂
里，内部被隔成90余个小单间，各种风格和
形态的陶瓷，按店铺主人的设计理念摆放，让
人忍不住一间间驻足细看。

景德镇陶瓷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董事长刘子力说， 要来邑空间卖陶瓷可
不容易，需要通过层层筛选。

他告诉记者， 邑空间从2016年设立以
来， 已经累计收到了8000多份的入驻申请，

每个月，邑空间会从中筛选出600余人，给他
们提供在每周两次的陶溪川集市上摆摊练手
的机会， 通过对原创设计和销售额的综合考
察，进而遴选出具有入驻资格的陶艺人。

湘妹子高雅洁2017年12月入驻邑空间。
她说，传统陶瓷追求复杂的工艺，有种古典的
美感， 而她喜欢的现代陶瓷没有那么多条条
框框，可以随意做自己喜欢的东西。

最近她设计的萌猫形状镜子收到的订单
最多，通过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她每个月的销
售额可达5万余元。

刘子力说，在景德镇，有3万多个追求陶
艺梦想的“景漂”，其中1/6是来自世界各地的
“洋景漂”， 他们为景德镇的陶瓷产业输送着
新鲜与年轻的设计理念。

邑空间还对已入驻者实施淘汰、晋级制，
保持90多个店铺的设计和销售活力， 目前，
月均销售额已超过240万元。

刘子力说：“传统要与时尚和科技相结
合，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

除了具有现代艺术感的陶瓷外， 陶溪川
陶瓷文化创意园还在“传统+科技”的模式上
做出新的尝试。

2016年，园区引进了长沙制造的3D陶瓷
打印机。 通过计算机建模之后，打印头“按部
就班”地把陶泥“输出”到相应的位置，一层层
垒起高质量的实用型陶瓷。

昌江穿景德镇而过，流入鄱阳湖，汇入长江。
昌江两岸， 景德镇传统陶艺和现代陶瓷交相辉
映，让这座瓷器之都历经千年而不老，永葆活力。

景德镇，不老的陶瓷之都

� � � � 8月6日， 江西省景德镇陶溪川陶瓷文化创意园内的3D陶瓷打印机。 黄婷婷 摄

� � � � 湖南日报8月6日讯（记者 周月桂） 1至7
月，我省共引进74家“三类500强”企业投资的
105个项目， 总投资3045.7亿元， 引进资金
2750.5亿元。产业项目建设年“年内引进500
强项目100个以上、 总投资规模1000亿元以
上”的目标已经提前超额实现。

今年以来，我省聚焦“产业项目建设年”，
深入开展“对接北上广优化大环境” 专项行
动，全面落实“非禁即入”原则，严格实行市场

准入负面清单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持续深
化投资领域“放管服”改革，推进“多证合一”
“证照分离”、电子执照等商事制度改革。营商
环境持续优化， 招商引资火力全开，500强企
业项目到处落地生根。

“三类500强”项目是指世界500强、中国
500强和民营500强三类企业在湖南新设和
新增的投资项目。今年新引进的“三类500强”
项目中，世界500强30家，投资项目53个；中国

500强36家，投资项目43个；民营500强8家，
投资项目9个。属于首次落户湖南的有7家：保
诚集团、伟创力、施耐德、浙商银行、东旭集
团、中南控股集团和柳桥集团。

新引进的投资100亿元以上的“三类500
强”项目达9个，其中，宁波杉杉控股有限公司在
长沙高新区建设的杉杉能源生产基地项目，投
资200亿元，年产10万吨正极材料。此外，还有恒
大集团在湘阴县洋沙湖投资300亿元的文旅城
项目、绿地集团在株洲云龙示范区投资200亿元
的文化旅游城项目、 北京清控科创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在长沙高新区投资165亿元的清控(长沙)
创新基地、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在常德经开区投
资150亿元的智能制造产业园建设项目等。

湖南日报记者 沙兆华

今年6月，湖南省委政法委出台了《关于
服务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深入实施长江经
济带发展战略大力推动湖南高质量发展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近日，省委政法委常务
副书记田福德就《意见》相关问题接受记者采
访。

记者： 湖南省委政法委在全国政法机关
中率先出台了服务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的相
关意见，意义是什么？

田福德：出台这个《意见》，主要有两方面
的意义：一方面是贯彻落实中央、省委有关决
策部署。今年4月24日至26日，习近平总书记
深入宜昌、荆州、岳阳、武汉等长江经济带沿
岸考察， 并在武汉主持召开第二次长江经济
带发展座谈会， 就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
发表重要讲话。5月11日， 湖南省委十一届五
次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坚持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深入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
战略大力推动湖南高质量发展的决议》， 明确
了湖南以长江经济带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目标任务、重大举措。出台这个《意见》，旨在坚
决担负起湖南政法工作的政治责任、社会责任、
生态责任、时代责任，更加自觉地为湖南绿色发
展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另一方面是主动回应人民的新需求。政
法机关要积极回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 把服务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作为政法
工作的现实课题和历史性任务， 摆上重要议
事日程，更好地维护群众利益，服务广大人民
群众。

记者：《意见》有何特点？
田福德：用四个字来概括《意见》的主要

特点：一是“高”。《意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
省委关于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 加强生

态文明建设、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决策部
署， 在党的工作大局中谋篇布局， 政治站位
高。

二是“统”。《意见》注重发挥党委政法委
领导和管理政法工作的职能作用， 体现了把
握政治方向、协调各方职能、统筹政法工作、
建设政法队伍、督促依法履职、创造公正司法
环境、保障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落实。

三是“实”。《意见》坚持问题导向，明确了
政法机关服务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工作原
则、目标任务、主要内容、工作举措和保障条
件，既有方向要求，又有具体安排，工作落点
实。

四是“新”。《意见》把握绿色发展高质量
发展中政法机关执法办案的新任务， 提出了
契合时代要求、针对性强的新举措。

记者： 全省政法机关服务好绿色发展高
质量发展，重点要把握哪些工作要求和内容？

田福德： 全省政法机关切实履行好服务
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的职责，总的来说，是要
坚持一个着眼、找准两个切入点、处理好五个
关系、实现三个效果。

“一个着眼”：即着眼于为绿色发展高质
量发展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特别是要用最
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

“两个切入点”：即以加强人权司法保障、
产权司法保护为切入点。

“五个关系”，即正确认识和处理活力与
秩序、 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 维稳与维
权、 管理与服务、 严格执法与依法办事等关
系。

“三个效果”，即突出绿色发展高质量发
展对政法机关执法办案的新要求， 树立正确
政绩观，分清轻重缓急，科学把握执法办案的
时度效，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
有机统一。

具体来说， 当前要着力推动五个方面的

重点工作： 一是依法从严惩治破坏生态环境
资源的违法犯罪,形成强大震慑，促进解决和
预防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二是推进生态环境
资源保护公益诉讼，有效解决党委政府关注、
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破坏生态环境资源的典
型案件。 三是发挥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主导作
用，加大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惩治力度。四是着
力维护创新发展， 不轻易关停封查政法机关
看不准、弄不明、有市场、受欢迎的新技术、新
产品、新业态，严防刑事执法介入经济纠纷。
五是有效预防化解涉及突出环境问题、“一湖
四水”治理、环境建设项目、知识产权、相关产
业调整的矛盾纠纷， 为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
营造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记者： 省委政法委将采取哪些措施来推
动《意见》的贯彻落实？

田福德：推动《意见》的贯彻落实是当前
及今后一个时期湖南政法工作的一项重点。
如何推动？关键是要做好“学、调、宣、督”四字
文章。学，就是加强学习。把全省广大政法干
警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 省委的重大决
策部署和《意见》要求上来，切实增强服务绿
色发展高质量发展的政治自觉、 思想自觉和
行动自觉。调，就是搞好协调。建立党委政法
委统筹协调，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行政等
政法单位衔接联动、高效顺畅的协调推动工作
机制。对涉及生态环境保护、绿色发展、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案事件，完善制度，各方联动，及时
依法有效办理。宣，就是注重宣传。深入宣传政
法机关服务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的新理念、新
举措、新进展和新成效，大力宣传工作中涌现的
典型事迹和生动案例，引导群众，鼓舞士气，营
造良好舆论环境。督，就是强化督导。加强对《意
见》贯彻落实情况的检查、督促、指导，强化党委
政法委执法监督，确保政法机关在服务绿色发
展高质量发展中把握正确方向、保障执法司法
质量，确保工作落地见效。

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
为湖南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访省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田福德

头7月引进“三类500强”项目105个
总投资超3000亿元，投资100亿元以上项目9个

� � � � 湖南日报8月6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
讯员 何志强）8月3日， 资兴市州门司镇贫
困户罗晓东高兴地说， 他生病住院除了新
农保报销一定比例的医药费外， 又收到保
险公司转账过来的6886元“扶贫特惠保”
赔付金， 两项相加后， 治疗费报销额更多
了，家里的负担又减轻很多。

“一张保单，全家无忧”。今年资兴市像
罗晓东这样，因意外伤害、自然灾害和大病
住院，通过“扶贫特惠保”获得理赔的贫困
户不在少数。为做好健康扶贫工作，资兴市
去年精准发力，为贫困户量身定做“扶贫特
惠保”政策，为建档立卡贫困群众撑起又一
把防病、防灾、防意外的“保护伞”。即：为全

市所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6757户、17889
人购买了“贫困家庭综合保障保险”，该保
险具有保费低、保额高、保障全等特点，人
均年保费60元，全市总保费107万余元。其
中,市财政投入占保费的90%，村集体出资
为贫困户上缴保费的10%。

为确保“扶贫特惠保”政策落到实处，
该市扶贫部门、 各保险公司充分利用各种
形式开展宣传活动，宣讲相关要点，让建档
立卡贫困户了解产品的主要内容和风险保
障。同时,加强理赔服务，成立专门理赔窗
口，简化理赔流程，快速处理理赔案件。

截至目前， 该市理赔赔付此类保险案
件125件，赔付金额22.44万元。

资兴开设“扶贫特惠保”

贫困群众又多一把“保护伞”

高考招生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