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振兴纪实

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 （李永亮 程钺
吴姗）近日，记者在株洲农村走访时惊喜地
发现，一些偏远乡村的屋顶、地头，出现大片
整齐的蓝色光伏发电板以及崭新纵横的电
线、电杆。据悉，这是株洲供电公司开展电力
扶贫，给老百姓带来的福音。

“近三年来，我们充分发挥自身企业优
势，统筹推出电力扶贫组合拳，补强脱贫短
板，全面支持地方脱贫攻坚工作。”国网株
洲供电公司负责人对记者说。

产业扶贫是脱贫攻坚的关键。为配合电
力扶贫工作的开展，从2016年开始，国网株

洲供电公司投资1.2亿余元，启动了“阳光扶
贫接网行动”，大力支持光伏专项扶贫，新建
光伏扶贫项目70个，对166个贫困村的村网
实施升级改造，总投资额占了公司配网投资
的28.34%。

目前，公司以为贫困村新增、改造配变
台数405台，增配电变压器92台，容量3.6万
千伏安，通过打通光伏并网的“绿色通道”，
使广大贫困户直接受益。光伏项目建成后，
贫困户通过这张“阳光存折”，每户每年可
增收达4000至5000元， 惠及全市7.9万贫
困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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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 （记者 徐亚平
见习记者 张璇 吴广 通讯员 华定兴）“现
在山绿了，水清了，生活环境也‘亮’了！”
10月11日， 记者在岳阳经开区康王乡看
到， 以往采挖山体严重的康王采石场已不
见踪影， 工人们正在原地开展土方回填整
平和植绿工作。据市规划局负责人介绍，根
据今年5月正式施行的《岳阳市城市规划区
山体水体保护条例》，该采石场因位于一级
保护山体黄茆山保护范围内， 已被依法予
以关闭。截至目前，岳阳城市规划区内各级
保护山体森林覆盖率已达91%。

岳阳市城市规划区内拥有丰富的自然
山水资源，形成了独特的城市山水格局。作
为江湖名城，该市坚持以“共抓大保护、不
搞大开发”为导向，城市山水资源发展规划
与法随行， 设定滨湖生态城市的规划建设
目标，积极营建山、水、城相依共融的城乡
空间。5月1日，《岳阳市城市规划区山体
水体保护条例》和《岳阳市城市规划区山
体水体保护规划（2017-2030）》同步实
施，为守护岳阳特有的山体水体资源提
供了强有力的法制保障。该市对城市规
划区内186座山体、8382处水体分级分

类，分别设置一级、二级保护山体、水体范
围内的禁止行为和有条件行为， 详细制定
修复机制、 执法巡查等工作细则。 预计到
2020年，岳阳城市规划区内山体森林覆盖
率将达到95%， 各类水体的水环境质量达
到国家Ⅲ类标准。

岳阳市坚持立法为先，依法依规推进
名城保护。2017年5月， 颁布岳阳首部地
方性法规《岳阳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
例》；同年7月，成立岳阳市历史文化名城
保护委员会。 近年来， 该市统筹各方资
源，形成强大合力，已完成113处城市规
划区范围内历史建筑普查， 并启动洞庭
南路历史文化街区及陆城南北正街历史
文化街区的整治修缮工作。同时 ,争取中
央和省级文保专项资金1.9亿元， 抓好文
庙、慈氏塔、教会学校等文保单位的维修
及周边环境整治等。

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记者 黄巍 通
讯员 周晓鹏 张娜）讲故事、唱革命歌曲、
吹生日蜡烛……10月12日，溆浦县大江口
镇湘维社区， 百岁老人李绍杰家不时传出
阵阵欢歌笑语。当天是李绍杰老人的生日，
志愿者们带着生日蛋糕、鲜花、粮油等物品
来到他家，聆听老人讲述革命故事，表演自
编自演的节目，给老人带来了欢乐，传递出
浓浓爱老情怀。

近年来，溆浦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老
年工作， 要求全县各级党员干部弘扬中华
民族尊老、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尊重、关
爱老年群众。每逢春节，县委主要负责人都
要走进敬老院，陪老人一起过年。每年组织
召开老干部座谈会，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
老干部们反映县老年大学场地狭窄， 活动
开展有困难。 该县把老年大学项目建设纳
入全县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 新老年大
学建成后，活动室、图书室、健身区、羽毛球
场、篮球场等一应俱全。

该县还全面提升养老服务水平， 先后
对县福利院和北斗溪镇等18所敬老院进
行提质改造， 并提高农村养老硬件设施和
管理服务。县文明办、县志愿者协会、县义
工联把重病、高龄、失能、失独、空巢老人和
抗战老兵作为关爱重点， 组织开展丰富多
彩的活动，在全社会掀起关爱老人新风尚。
9月30日，溆浦县对50名2018年度“最美退
役军人” 进行了表彰奖励， 其中爱老孝亲
“最美退役军人”就有10人。

同时， 该县充分调动涉老组织积极性，
让他们发挥优势，发光发热，再展风采。县关
工委把关爱留守儿童作为工作重点，结对帮
扶贫困孩子，助力脱贫攻坚。县老科协致力
服务农村发展，积极推广富硒农产品种植技
术，在该县观音阁、水东、北斗溪等地发展富
硒水稻、茶叶、柑橘、桃子6000余亩。县老年
健康协会发起“百岁健康”工程，组织各地医
院为全县60岁以上群众进行免费体检，为
532位村民义务看病送药。

岳阳立法为先加强城市发展规划

提高生态颜值
镀亮江湖名城

溆浦尊老敬老爱老蔚然成风

用好涉老组织
提升服务水平

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 (记者 徐荣 通讯员
贺凌云) 前三季度，民营经济对韶山经济发展
的贡献率超50%， 全市民营企业税收占比超
60%……这是记者今天从韶山市了解到的信息。

近年来，韶山市拿出过硬举措，精准发力，
为企业做大做强“铺好路”，全力支持民营企业
发展。该市出台了《促进产业发展和招商引资的
若干意见》，建立了领导联系企业制度，从用地、

金融、税收、科技、人才等方面对民营企业给予
支持。同时，韶山市采取送政策上门的方式，落
实减负惠企政策， 让企业充分享受各项政策红
利。目前，韶山纳税500万元以上的民营企业达5
家，提供就业岗位5200余个；进驻园区的民营企
业多达216家，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58家。

韶山民营企业还呈现出科技含量高、外
向型经济发展势头好等特点。 恒欣实业自主

研发的矿用第二代“猴车”多次获得国家、省、
市科研奖项，国内市场占有率达40%，出口量
占全国同类产品的60%； 新韶光电器生产的
电热产品远销俄罗斯、南非、巴基斯坦和欧盟
等国家和地区； 江冶机电生产的废旧铅酸电
池全自动回收处理装置、 恒升机械的石墨烯
提纯设备等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韶山民
营企业发展焕发勃勃生机。

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 （记者 蒋剑
平 见习记者 肖霄 通讯员 潘帅成）10
月8日，武冈市公安局举行“一村一辅警”
授辅警衔仪式， 迎春亭街道办事处石羊
村辅警熊大吉通过考核， 被授予一级辅
警衔。两年前，熊大吉从一名公司保安成
为驻村辅警后，在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
方面积极作为，为村民所信赖，并被推选
为省人大代表。 熊大吉说：“授予一级辅
警衔后，将激励我更加努力地工作！”

2016年以来， 邵阳市在全省率先
全面推行“一村一辅警”乡村警务新模
式，3000多名村级辅警发展成为农村
治安防控网的中坚力量。一批优秀辅警
也脱颖而出。邵东县驻村辅警尹鹏程被
评为“湖南好人”，刘庆、宁俐慧等驻村
辅警火线入党。

为进一步加强“一村一辅警”队伍

管理，今年，邵阳市公安局推出“一村一
辅警”层级化管理办法，结合辅警履职
年限、文化水平、专业特长和工作业绩、
业务能力、考核奖惩等情况，设置实习
辅警、三级辅警、二级辅警、一级辅警4
个层级， 授予相应级别的辅警警衔，并
与层级工资、津贴挂钩。市公安局依托
“邵阳市一村一辅警管理考核平台”，根
据考核结果奖优罚劣， 与评先评优、层
级晋升等挂钩。此举为全省首创。

据悉， 目前该市3299名村级辅警
中， 共评定实习辅警673名、 三级辅警
2516名、 二级辅警55名和一级辅警55
名，并授予相应的辅警警衔。邵阳市公安
局副局长邓启元介绍，实行层级管理，队
伍管理更加规范化， 进一步调动了辅警
的工作积极性， 增强了辅警人员的荣誉
感、自豪感、归宿感和战斗力。

湖南日报记者 雷鸿涛
通讯员 李巧 吴诗云 钟仁君

住新房，娶新娘，好热闹。10月11日，
在新晃侗族自治县晃州镇高铁新村张良
本家，一场“迟到”的婚礼正在举行。36岁
的张良本，特意穿上一套西服，配上白衬
衫，精神抖擞。

张良本的婚事，以前是被“贫困”给
耽搁了。因为母亲长期生病，加上自己
学历低、 缺技术， 日子过得很困难。
2014年， 张良本被评为建档立卡贫困
户。以前他也曾带女朋友来家里，可人
家住了一晚后就再也不来了。

“入户走访的时候，我们发现张良本
不够自信，但小伙子很有上进心，也很有
干劲。”县人社局驻高铁新村扶贫工作队
队长杨明勇说，扶贫先扶志，驻村扶贫队
和村支两委在给张良本打气鼓劲的同
时， 组织其去专业机构参加实用技术培
训。 学会烹饪和驾驶技术的张良本，“身
价大涨”，每月工资有6000元。

2016年，张良本家享受到危房改造
的扶贫政策。记者在他家看到，新房子宽
敞明亮，干净整洁。2017年，他脱贫摘帽。
今年初，张良本和贵州姑娘小庞相恋。今
年5月， 张良本带小庞来家里见母亲。见
小伙子实诚， 住的是新房， 又有一技之
长，小庞满心欢喜，婚事就定了下来。

“高铁新村喜事多。”村党支部书记
马小珍说，高铁新村系贫困村，有贫困
户88户298人。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的
“春风”，在高铁新村吹出了新气象。

金秋时节，漫步高铁新村，映入记
者眼帘的是一栋栋错落有致的楼房，文
娱设施、健身器材一应俱全，村道整洁，
一派生机勃勃。更可喜的是，村里的不
少大龄贫困“单身汉”都“脱单”了。“52
岁的龙建长、40岁的杨元和、36岁的张
良本、30岁的杨志，都是我们看着‘脱
单’的。”杨明勇掰着手指说。

40岁的杨元和， 原是村里的低保
户。杨元和的母亲意外去世后，他和有
残疾的父亲一直相依为命。2017年，杨
元和被评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后来，杨
元和被村里聘为山塘水库管理员，不用
出村就可以拿固定工资。

根据医疗扶贫政策， 新晃统一帮贫
困户缴纳了新农保、城乡居民医疗保险、
特惠保，贫困户住院费用报销达到92%。
仅这一项， 今年杨元和父亲住院的费用
就已省下2万多元。“只要肯干，我今年就
能摘掉‘穷帽子’。”杨元和自豪地说，他
现在还是一名快递员，加上自己打零工，
一年的收入不比在外面打工差。

前不久，杨元和认识了云南姑娘小
李。 小李去杨家实地走访了一趟后，辞
掉了外地的工作，把婚事敲定了。

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肖
亚湘)10月15日， 新田县新圩镇六合圩村肢体二级残
疾人李国英， 在改造好的残障人专用厨房做家务。以
前，李国英想都不敢想，每天要在外劳作的丈夫回家
照料她。前不久，该县根据李国英的实际，对她家的门
槛、厨房、卫生间进行无障碍改造，她的生活方便起
来。

今年4月以来， 新田县通过入户筛查全县残疾人
家庭， 对35户符合条件的家庭实施无障碍设施改造，
根据改造对象的残疾类别、残疾等级、残疾障碍程度
及家庭实际情况，做到一户一策、一户一设计。目前，
改造工作基本完成。

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欧阳倩 蒋福明）为进一步
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营造良好的就业、创业环境，
从今天起，长沙市雨花区针对辖区570家经营性人力资
源服务机构，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清理整顿行动。

此次清查，劳动密集型企业集聚区、流动人口集
散地、职业中介机构聚集地和自发形成的人力资源交
易场，将作为重点检查区域。对于无证照或超范围经
营行为、以职业中介为名牟取不正当利益或坑骗求职
者财物等违法行为，该区将依法查处、严厉打击。

韶山为民营企业做大做强“铺路”
民营企业税收占比超60%

新闻集装

新田为残疾家庭
改建无障碍设施

雨花区启动
人力资源市场大清查

实行层级化、规范化管理
邵阳市村级辅警有了辅警衔

高铁新村喜事多

10月14日，长沙市开福区芙蓉北路，道路两旁的银杏树金色灿烂，格外美丽。近日，受冷空气影响，全省大部地区气
温下降，秋意渐浓。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金色大道

株洲供电公司电力扶贫
惠及全市7.9万贫困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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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 （通讯员 魏龙
元 严洁 记者 严万达）东安县公安局侦破
了一起涉案人员多、 涉案范围广的重大跨
省网络贩枪案。唐某某等6人因涉嫌非法制
造枪支罪、非法持有枪支罪、非法邮寄枪支
罪,10月14日，该网络贩枪犯罪团伙被依法
提起公诉。

今年3月17日， 东安警方接到群众匿
名举报，称有人利用网络非法贩卖气枪。警
方立案后经过缜密侦查， 一个以唐某某为
主要成员的网络贩枪犯罪团伙浮出水面，
枪支交易涉及全国21个省市区。 随后，唐

某某等6名犯罪嫌疑人相继落网。
经侦查查明，2015年以来， 该县井头

圩镇村民唐某某通过微信、QQ等， 购买枪
支配件自行组装， 并于2016年出售2把气
枪，获利6000元。2016年至2018年，唐某某
认识了同样在网络上贩卖枪支配件的简某
某(江西人)、周某某(河北人)、陈某某(广西
人)，4人相互代理出售各类枪支配件，唐某
某还通过雷某某等在东安县井头圩镇农村
租用民房，用于制造枪支。案发后，公安机
关在唐某某、周某某、简某某的住处和造枪
窝点搜查岀大量的枪支配件和原材料。

东安警方侦破一重大网络贩枪案
枪支交易涉及全国21个省市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