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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想就业，家门口的扶贫招聘会、扶
贫基地岗位随你挑；只要想学本领，职业技
能培训、创业培训、农村实用技术培训免费
学；外出打工，能领交通补助；稳定就业的，
还可享受社保补贴和岗位补贴。

连日来， 岳阳市人社等部门联合开
展“就业扶贫行动”，进村入户送岗位、送
技能、送政策、送服务。一支支工作队走
村入户， 一场场小型招聘会就在家门口
举行，一项项就业帮扶政策温暖人心。

招聘会“接地气”

10月17日，全国第五个“扶贫日”，岳
阳市君山区钱粮湖镇百花小区内，一场“就
业扶贫行动日”专场招聘活动，引来当地
100多名贫困群众。 来自丰收村的徐炎新
看中了当地一家皮鞋生产企业， 他说：“到
这家企业工作，打工、农活两不误，每月有
3000多元收入，日子有盼头了！”

“有了人社部门‘牵线搭桥’，既能帮
助贫困群众就业， 也能缓解企业用工
难。” 季氏鞋业招聘负责人刘女士说，由

于来自沿海地区的订单激增， 他们急需
招聘20多名普工， 月薪最高开到了4000
元，还有交通补贴、年终奖等，吸引不少
贫困群众报名。

当天， 岳阳市共组织小型专场招聘
会73场，提供就业扶贫专岗3600余个，有
570多名贫困劳动力达成就业意向，实现
就地就近转移就业255人，输出外地就业
126人。平江县把招聘会开到了洪家塅易
地扶贫搬迁安置区； 云溪区在村民服务
中心组织贫困对象开展扶贫技能培训；
岳阳楼区就业扶贫基地的农产品在岳阳
市首届扶贫展销会上走俏……

今年，岳阳市实施“311”就业服务，即
年度内为有就业意愿而尚未就业的贫困劳
动力提供3次以上岗位推荐、1次职业指导
和1次培训。岳阳市人社局副局长刘志高介
绍，扶贫招聘会接地气，集中举办就业扶贫
活动，让扶贫对象享受到“一站式”服务。

“家门口”建基地

“扶贫基地帮我在家门口实现了就
业。”岳阳楼区东湖社区今年50岁的居民
乔金兰， 如今在际华3517公司扶贫岗位

工作，月收入2000元。
“就业一人，就能脱贫一户。”岳阳市劳

动就业服务局局长李鹏杰介绍，为帮助困
难群众实现就近就业、居家就业，今年来，
该市人社部门相继开展“春风行动”“就业
援助月”“就业扶贫行动日”等活动，为贫困
劳动力搭建多样化、日常化服务平台，帮助
贫困劳动力就近就地就业。

岳阳市人社部门还大力引导社会力
量参与就业扶贫，遴选一批信誉好、用人
规模大、社会责任感强的用人单位，在全
市建了82个就业扶贫基地， 每年至少为
贫困劳动力提供5000个扶贫专岗。 人社
部门对吸纳贫困劳动力较多的用人单
位，给予政策奖补。

目前，岳阳市返乡创业、就近就业成
为新趋势。至9月底，全市共有建档立卡农
村贫困劳动力14.17万人，其中有就业意愿
的64204人，已实现就业63767人，占有就
业意愿的贫困劳动力总数99.32%。

学技能拔“穷根”

“如果我还守在家里游手好闲，不
可能开挖掘机，更不可能不到一年就脱

了贫。”平江县石牛寨小伙沈造平，去年
参加人社部门组织的免费技能培训后，
成了“挖掘机手”。在创业担保贷款政策
扶持下，他还入股挖掘机租赁公司，不但
自己拔了“穷根”，还带动6名乡亲就业。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近年来，岳
阳市人社部门在提升贫困劳动力就业创
业能力上狠下功夫，推动扶贫由“输血”型
向“造血”型转变。目前，全市共组织贫困劳
动力培训5809人，其中“两后生”（初、高中
毕业后未能继续升学的贫困家庭中的富
余劳动力）552人，实现了“培训一人、成才
一人、就业一人、脱贫一户”的目标。

用足政策、增加选项，让贫困群众共
享政策红利。今年来，岳阳市人社部门还
通过信息平台为贫困劳动力进行人岗匹
配1843人次，提供职业指导4.3万人次，提
供职业介绍1.34万人次，发放政策补贴资
金423.3余万元， 共有1.04万人次享受了
各类就业扶贫政策。

一人就业 全家脱贫
———岳阳就业帮扶助力脱贫攻坚纪实

湖南日报10月28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曾翔）10月27日，2018郴州国际
休闲旅游文化节招商推介会在永兴县举
行，共签约文化旅游、新型工业、现代服务
业等领域项目12个，总投资108.65亿元。

据悉， 这次招商推介会共有270多
位客商参加，签约项目包括广州雅居乐

固体废物处理有限公司投资26亿元建
设的工业固体废物资源化综合利用项
目、香港港懋投资有限公司投资20亿元
建设的湘南国际影视城项目、湖南友谊
商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投资12亿元建
设的友阿国际广场项目等。

近年来，永兴县实施“生态立县、开放

兴县、创新活县、产业强县”4大战略，加快
对外开放步伐，坚定不移兴产业、强实体、
提品质、增实效，搭建“两区四园三组团”
发展平台，建设了较为完备的公共基础设
施，形成了产业强劲、开放全面、城乡繁
荣、生态优美的发展新格局，连续多次获
评“全国最具投资潜力百强县”。

湖南日报10月28日讯（雷鸿涛 刘辉
霞 李林 娄兰芳）10月26日至27日，第四
届“湘九味” 中药材论坛暨2018年湖南
（洪江）中医药研讨会在洪江市举行。

论坛由省中药材产业（联盟）协会
主办，洪江市政府承办，主题为“初加工
促农工商融合，产业链造雪峰山药谷”。
论坛旨在推介雪峰山脉丰富的中药材

资源， 展示洪江市中医药产业发展成
就，推动湖南中药材产业发展。专家们
围绕主题，为全省中医药产业发展建言
献策。27日，6个中药材“产业链”项目签
约，涉及中药材基地建设、发展、采购等
方面，总投资达6.1亿元。

洪江市地处雪峰山脉核心区域，中
药材资源丰富， 现已探明药用植物有

1500多种，是省“中药材种植基地示范
县”。

近年来，洪江市立足当地资源禀赋，
致力打造中药材种植、储存、加工、销售、
研发全产业链，建设“雪峰山药谷”。目前，
该市已发展中药材种植公司11家、 中药
材专业合作社18家、 中药材加工企业4
家，中药材种植面积达6万余亩。

湖南日报10月28日讯 （记者 王晴
通讯员 邓亚杰）10月26日，岳阳市君山
区工业园里机器轰鸣，总投资达12.68亿
元的5个入园项目在这里举行集中开工
仪式。这是该区今年来第三批重大项目
集中开工。

此次开工的5个项目规模较大，其中
投资5亿元及以上项目2个， 产业类型主
要是符合园区产业定位的绿色食品加
工。这些项目可有效解决就业1200人，投
产后可年创税收4000多万元。 其中，投
资5亿元的湖南餐虎小龙虾项目，是君山

区今年7月引进的食品加工项目， 明年4
月可实现投产， 预计年产值可达6亿元，
年纳税2000万元以上； 总投资5.28亿元
的湘粉健康产业园项目以生产湘粉丝、
淀粉、蛋白质为主，项目分3期建设，全部
建成后预计年产值可达5亿元。

湖南日报10月28日讯 （记者 蒋睿
通讯员 张缤）10月26日，湘潭天易经开
区五洲通药业新生产基地一期竣工试
投产，同时二期开工建设。从今年3月底
正式进场施工到试投产， 项目仅用时7
个月共210余天， 创造了该园区项目建
设新速度。

“项目从签约落地到正式投产，用时
仅7个月。这既是企业自身实干攻坚的结
果， 也得益于天易经开区的优质服务与
良好营商环境。”五洲通药业有限责任公
司相关负责人说，项目开工时正值春季，
雨水给施工带来不少麻烦。 为确保项目
优质高效推进， 天易经开区工作人员下

沉到一线， 不仅在项目报批等环节开辟
特事特办绿色通道，全面优化窗口服务，
同时积极协调有关各方， 根据项目需求
组织多轮现场办公， 破解项目建设中遇
到的难题。天易经开区负责人表示，园区
将继续在提供更优服务、 更好营商环境
上狠下功夫，推动园区实现高质量发展。

湖南日报记者 肖洋桂 见习记者 李杰
通讯员 王鸿 罗春成 龚伟

10月28日上午， 临澧县烽火乡南田村开泰山汽车露
营公园内，张真伍正组织10多名村民施工，为即将举行的
第二届户外帐篷节做准备。 去年首届帐篷节， 接待游客
1000多人次，销售农产品20多万元，一下子让这个偏远山
村火了起来。

今年53岁的张真伍是露营公园负责人，也是常德市金
澳装饰公司董事长。他生长的南田村位于临澧县与津市交
界处，交通不便，人多地少，是省级贫困村。

上世纪80年代，张真伍离开家乡，外出务工创业，积
累了财富。2010年底，他回到家乡，见村道仍是土路、部分
田地荒芜、山塘沟渠淤塞，很是痛心。

“作为本地人，我都不回去建家乡，等别人来建设，肯
定是空等。”张真伍说，他在外打拼多年，感觉创造再多的
财富、买再大的房子，也没有家乡的山山水水亲切，于是决
定回家乡做点什么。

要想富，先修路，然后发展产业。2011年一开春，张
真伍便在村支两委支持下，号召村民捐款修路，承诺只
要哪个村民小组修水泥路，他个人就捐款3万元。6年来，
村里先后修建组级水泥路15.6公里， 张真伍共捐款12.5
万元。

路通后， 张真伍又带领乡亲们发展产业。2014年，他
牵头成立紫薯种植合作社，建紫薯粉丝加工厂。目前，全村
紫薯种植面积达300余亩，年收入90多万元，165户村民受
益。2015年， 又建500余亩蔬菜采摘园，122户农民实现脱
贫致富。村民朱方平以前靠种水稻为生，近几年，他承包了
30多亩土地种蔬菜，年收入20多万元。

看到家乡一点点在变化，张真伍决定将步伐迈得更
大一点。2016年，他投入1000多万元，在其老家所在地
建汽车露营公园。山底和半山腰建农庄、钓鱼场、越野赛
场，山顶上种果林。目前，公园发展成为全国汽车自驾运
动营地。每个周末，客人成群结队开车来到公园开展活
动。公园直接安排数十名村民就业，人年均收入4万元以
上。

张真伍说，国家正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他将以此
为契机，继续加大投入，完善公园硬件设施，建设拓展培训
中心、飞机俱乐部、游艇俱乐部、民俗农耕文化街、狩猎射
击场等，让公园成为振兴乡村的龙头产业。

南田村党总支书记杨翠柏告诉记者，在张真伍的带
动下，今年，村里有68名在外务工的年轻人回乡创业。村
容村貌焕然一新，产业也兴起来了，外来游客一年比一
年多。

湖南日报10月28日讯（记者 戴鹏 通
讯员 李向红）10月26日，是我省第23届环
卫工人节。为庆祝节日，株洲市城管委对
2013-2018年期间获得“十佳城市美容
师”称号的环卫工人免费提供身体检查。

10月26日上午，50名环卫工人在工
作人员引导下，参加了血常规、血糖、血
脂、心电图等13项体检项目检查。

当晚，株洲市城管委还召开“不忘初
心，再出发”晚会，300余名环卫工人代
表齐聚一堂，共同庆祝属于自己的节日。
晚会上，对2018年度“十佳城市美容师”
及获得首届“爱在环卫奉献奖”的机构和
个人进行了表彰。

湖南日报10月28日讯 （记者 刘跃
兵 通讯员 唐满平 张社华）10月26日，
永州市纪委、东安县纪委工作人员来到
该 县 鹿 马 桥 镇 ， 将 近 期 追 缴 的
110695.05元、21650元违纪资金， 分别
清退给村集体和当地群众。

今年，东安县深入开展农村集体“三
资”、 村级财务和惠民利民资金大清查，
严查“微腐败”。今年1月至10月中旬，全
县发现受理“雁过拔毛”式腐败问题线索
502个，立案71起，处理120人，其中党政
纪处分59人，收缴违纪资金118.57万元，
退还群众资金27.754万元。

乡村振兴纪实

临澧南田村：
能人回乡建公园

湖南日报10月28日讯 （记者 谭克扬
肖祖华 通讯员 杨贵新 胡权)“现在，正式
开工生产！”10月27日上午，隆回县委书记
王永红一声令下， 设在隆回高新区的邵阳
祥佳塑胶科技有限公司的两条生产线正式
投产。据了解，这个项目投资3亿元，计划年
产封缄胶带300万吨、 年创产值5亿元，从
引进到投产仅用了88天。

今年7月下旬，在湖南-长三角经贸合作
洽谈周，隆回县与祥佳公司在上海签订招商
引资合作框架协议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
改革，坚决履行相关政策承诺，大力支持项
目迅速落地。项目建设期间，县委、县政府主
要负责人多次深入现场，就征地拆迁、施工
环境、配套设施建设等方面问题，认真协调
解决，确保建设顺利推进。隆回高新区管委
会、项目所在地桃洪镇及县相关部门、县重
点项目建设指挥部等，按照“一个项目、一个
责任领导、一个工作队、一个倒排工期表、一
揽子抓到底”的工作细则，集体发力，狠抓项
目建设。在20多天时间里，完成了项目用地
范围17座房屋征拆和场地平整，并加快做好
项目立项、环境评估、用地审批等工作。

项目所在地南山村在征地拆迁等方面
主动配合，全力支持，为项目建设营造良好
环境，确保项目早完工、早投产。

隆回“放管服”改革
按下发展“快进键”

株洲免费为
“十佳城市美容师”体检

东安严查“微腐败”
处理120人

郴州国际休闲旅游文化节引资逾百亿

洪江市举办“湘九味”中药材论坛
签约项目6个，总投资6.1亿元

君山区工业园5个项目集中开工

五洲通药业210余天建成试投产
天易经开区创项目建设新速度

10月28日，长沙市
开福区教育局第三幼儿
园， 孩子们和家长共同
参与垃圾分类接力赛。
当天， 开福区教育局联
合文体新局共同主办

“蓝天保卫战”亲子环保
拓展活动，让垃圾分类、
资源节约等环保意识在
小朋友和家长心中生根
发芽。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李煌 摄影报道

小手拉大手
环保一起走

新
闻
集
装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10月 28日

第 2018294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1019 1040 105976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2384 173 412432

5 73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8年10月28日 第2018126期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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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0月28日讯（记者 王文）10月28日，天气晴
好， 长沙市岳麓区麓枫和苑小区居民彭爹来到后湖边漫
步， 对湖边的美景连连称赞：“以前这里是一条臭水沟，现
在成了清水湖，白鹭、野鸭都飞回来了。”

后湖的变化，得益于长沙市实施的后湖水环境综合整
治工程。长沙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后湖水环境
综合整治工程已完工，正在进行驳岸景观扫尾施工，预计
下月底可全面向公众开放。

后湖位于岳麓山风景名胜区核心区域， 水域面积
585亩。由于历史原因，当地市政管网设施不完善，周边
大量生活污水、垃圾直入后湖，对湖水造成污染，严重
影响周边居民生活。2015年， 后湖综合整治工程启动，
周边违章建筑被拆除，污染企业被禁入。同时，启动周
边7条市政道路建设，并配套建设雨污分流管网。去年9
月开始，后湖清淤截污工程启动，彻底清除了长年累月
淤积的污染物。为实现“长治久清”，还对后湖进行水生
态修复，并引入靳江水，使河湖连通，后湖成为“一池活
水”。

整治完成后， 后湖水质从原来地表水劣Ⅴ类变为Ⅳ
类，达到景观娱乐用水标准。

“臭水沟”变“清水湖”
长沙后湖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