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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陵俐

“要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更
好引导群众、服务群众。”2018年8月，习近平
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重
要讲话， 为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指明了
方向。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指示精神， 对于做好新形势下的宣传思想
工作具有重大意义。具体来说，须在4个方
面下功夫，打通融合“最后一公里” 。

坚持正确导向。 加强县级融媒体中心
建设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 是巩
固拓展基层宣传思想文化阵地、 夯实党的
意识形态工作根基的基础工程、战略工程。
全县各级各部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固树立“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
维护”，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省委的
决策部署上来，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
态、党管媒体不动摇，唱响主旋律、传播正
能量，更好服务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突出体制机制创新。将县广播电视台、
新闻网站、网宣办等相关职责整合，组建县
融媒体中心，归口县委宣传部管理。中心按
照“突出核心职能、聚焦关键职能、合并重
复职能”的思路对机构进行优化设置，构建
“共同策划 、精选主题 、统一采集 、分类加
工、互动传播、集中发声”的新媒体运行模
式，由此实现上联下达，横向打通，变“单打
独斗”为“协同作战”，形成“台、网、端、微”
深入相融的全媒体矩阵。同时，打破现有工

资机制壁垒， 着力推进事业单位企业化管
理，除管理人员外，淡化编内与编外、正式
与聘请之分，统一实行“底薪+上稿数量+
点击量”的绩效工资，实现多劳多得、能者
多得，打造强有力的全媒体宣传队伍。

强化平台建设。 将原有分散的电视、电
台、网络、微信公众号、微博、移动客户端等各
类媒体资源融合在一起，重塑内部采编机制，
投资建立非编网系统、媒资管理系统、媒体指
挥调度中心、监控中心等。同时,依托“新湖南”
省级技术平台，开发独立移动客户端，建设和
运营本土化的、 有独立形态的移动互联网端
口， 构建起集中统一县域新闻资讯、 权威发
布、舆论引导、服务群众的综合平台，提供全
媒体稿件统一采写、审核和发布功能，打通中
心内外制播业务，拓展线索汇聚、热点发现、
总编调度、数据可视化等增值应用，形成一站
式的媒体融合工作环境，实现“一次采集、多
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新生态，避免同质内耗，
强化传播合力。

丰富服务功能。 县融媒体中心建设要以
用户为中心，在抓好新闻平台建设的同时，从
满足全县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 整合全县
政务服务、民生服务、商务服务资源，紧扣“本
土”“服务”“互动”,积极拓展“新闻+政务+服
务+商务”功能，积极为群众提供政务服务、公
共文化服务、专业资讯、智慧生活、休闲娱乐
等综合信息服务， 以实用化的生活服务增强
用户黏度和用户活跃度， 不断提升新闻舆论
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作者系怀化市政协副主席、会同县委书记）

周法清

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 更好
地引导群众，服务群众，是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提升基层媒体传播力、 引导
力、影响力、公信力的战略工程。蒸湘区紧
紧围绕打造“区域性新型主流媒体”目标，
紧扣融合融活，坚定弘扬正能量，全面扩大
主流价值影响力， 走出一条县级融媒体中
心建设运行的“蒸湘路径”。

聚力平台融合“一面旗”。坚定用改革思
维、 新媒体理念来谋划新时代全媒体工作。
区委常委会多次研究融媒体中心建设，明确
“时间表”“任务书”“路线图”，统筹规划、高位
推进，着力构建“一盘棋”大宣传格局，通过
理念革新、平台融合、方法创新，全力打造多
元化多样态多维度的全媒矩阵，让党的“喉
舌”在基层发声更响亮。将区新闻办、区网信
办、区信息化办相关宣传职能整合，组建区
融媒体中心，整合区属网站、“两微一端一抖
音”等媒体资源，集纳区属部门、镇街、学校、
医院、辖区内自媒体等24个公众号，形成全
平台覆盖，实现各项资源融通对接。

贯通技术融合“一盘棋”。蒸湘融媒体中
心紧跟时代变化、技术变迁，着力在品质上
追求专业权威、 在制作上注重快捷精简、在
传播上注重分众互动。 实施移动优先战略，
广泛借力，通过与报社、高校、科研机构尝试
建立合作关系， 为融媒体中心提供技术、渠
道、策略支持。建设融“策、采、编、播、发”于一
体的媒体运营管理技术平台，力求高标准打

造县级“中央厨房”，实现“总体策划、一次采
集、多种生成、多元传播”的全新融合传播模
式， 给受众带来全方位的新闻体验和感受。
目前创作的融媒体作品《蓬勃蒸湘，礼赞祖
国！》校园“快闪”网络浏览量突破30万次，《蒸
湘悦读》《凡人善举》 深受群众喜爱， 播出53
期，观看和收听量过60万人次。H5、VR、微直
播将图片、音乐、动漫、视频等多种传播元素
融为一体，《蒸湘奋进正当时》《人勤春来早》
让新闻报道既有“新意”又有“深意”。

优化服务融合“一张网”。引导群众、服务
群众是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根本任务。蒸湘融
媒体中心把基层百姓所需所盼与党委政府
积极作为对接起来， 把服务延伸到基层、问
题解决在基层。开发集新闻宣传、信息发布、
政务服务、交流互动为一体的“新蒸湘”移动
客户端，探索建立具有区域特色的“新闻+政
务+电商+服务”融媒体运行新模式，实现政
务服务线上线下高度融合发展。 书记信箱、
区长热线、交通出行、医疗教育、文化旅游、民
生诉求等功能，为群众提供了“掌上的便利”。
下一步，将与文化、教育、旅游、环保等部门邀
约合作，通过与群众密切互动，为群众提供
全方位的生活信息服务。

“浩渺行无极，扬帆但信风。”蒸湘区必
将不负时代重托，勇立改革潮头，在探索中
创新，在创新中发展，把融媒体中心建成传
播党的主张、反映人民心声的主阵地，弘扬
正能量、 凝聚社会共识的主平台， 引领舆
论、提升形象的强磁场。

（作者系衡阳市蒸湘区委书记）

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朱玉文

产业扶贫， 如何才能让老百姓满意？日
前， 永顺县芙蓉镇的贫困户向胜荣给记者的
答案是“看到收益”。产业扶贫的难点和痛点
在哪里？ 永顺县扶贫办主任鲁开发给出的答
案是瞄准市场抓“变现”。

“慢产业”也能打出“快旋风”

永顺县芙蓉镇列夕片区杨木村在“五一”
前夕唱了一出“以快打快”的好戏。

向胜荣是杨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 也是
杨木村黄精种植大户。“五一”前夕，向胜荣将
4万多株黄精苗以每株0.6元的价格， 卖给了
郴州的一家农民合作社。据向胜荣介绍，4万
多株黄精苗成本不超过4000元，仅此一单获
利就有2万元。

2018年以来，省委网信办驻村帮扶工作
队与村支两委一道， 支持村民种植黄精300
余亩，71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受益。

黄精作为中药材广受市场青睐。 黄精种
植属于中长期产业，无需耗费过多劳力。种下
后，大约3年左右可见成效，只要不挖出，它在
土里会一直生长，果实也不会腐烂。基于此特
点，黄精被誉为“绿色银行”。

“选中黄精产业作为杨木村产业扶贫的
突破口， 就是看中了黄精有着广阔的市场需
求。”省委网信办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戴海文

说，“现在，很多地方也在发展黄精产业，我们
就果断出售黄精苗，提前变现。”

产业扶贫一开始就要注重对接市场，在
扶贫的各个时间段更要注重市场变化， 看准
机会就要果断决策、果断出击。这就是杨木村
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生意经”。

大产业先要聚焦大市场

郁郁葱葱，一眼望不到边，大片油茶林，
覆盖了整座山的坡地沟坎。 走进永顺县石堤
镇，甚至走遍永顺县大部分乡镇，到处都是油
茶林。

用“家家点火、户户冒烟”来形容永顺县
的油茶产业毫不夸张。目前，全县油茶林总面
积已达34万亩。

如此大的产量，如何销售？站在石堤镇万
亩油茶林，记者有些疑惑。

分管油茶产业的副县长李玉芳告诉记
者：抓龙头企业。湘西沃康油业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沃康油业”）落户永顺县，对
油茶果“吃干榨尽”，可年产茶油1.5万吨、
皂角素1万吨，油茶果壳全部用于生物质发
电。深度加工利用，保证了公司能以每公斤
高出市场价0.4元的价格，敞开收购贫困户
的油茶果。

“都是现金现结。”56岁的石堤镇村民李
洪荣告诉记者，他家的油茶，摘下果子，装进
小推车，就直接送给了沃康油业。

沃康油业的二期工程正在如火如荼建设
中。以生产日化用品、化妆品等高附加值的二期
工程建成投产后， 对油茶的需求还将进一步扩
大。

猕猴桃产业也是永顺县脱贫攻坚的当家产
业，全县2018年产量达12万吨。类似的是，永顺
县发展猕猴桃产业之初， 就把老爹集团这样的
龙头企业引进来。此外，永顺还建了85座冷库，
可冷藏4.1万吨猕猴桃，能够实现猕猴桃的错季
销售。

永顺县还建成村级电商服务站173个，省
级认证电商企业3家，电商企业35家，开设电商
扶贫小店238个， 进一步保障猕猴桃等农产品
的销售。

农业农村部定点帮扶、 山东历下区东西部
协作扶贫、湘潭对口帮扶都聚焦产业扶贫，加上

“千企帮千村”活动,永顺县引来了大量优势产
业资源，整合了诸多的优势销售渠道。

批发市场、电商企业、超市等市场主体与贫
困村建立长期的产销关系，步步高超市与20多
个贫困村建立直销合作关系； 组织农产品定向
直供直销学校、 医院、 机关食堂和专业市场活
动； 发展电商扶贫，3年来累计线上销售特色农
产品3亿多元，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3107户1.18
万人，帮助贫困户增收3000余万元。

“产能过剩”“谷贱伤农”的教训不胜枚举。
永顺县扶贫办主任鲁开发表示， 永顺县在产业
扶贫过程中吸取教训， 一手抓生产， 一手抓销
售，以产业“变现”促脱贫攻坚。

产业扶贫，瞄准市场抓“变现”
记者在扶贫一线

4个方面下功夫，
打通融合“最后一公里”

立足全媒时代 唱响融合强音

媒体融合正当时
———县（区市）委书记谈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

湖南日报5月4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
员 陈卓韬）“五一”前夕，永州市纪委监委通
报6起涉黑涉恶“保护伞”典型案例。

这6起典型案例是：2002年至2018年，
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原三级高级法官、副处
级干部李卫林， 在担任东安县人民法院院
长、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期
间，利用职务便利和职务影响力，为胡某涉
黑涉恶犯罪案件处理提供帮助，使其逃避或
受较轻追诉。 今年3月， 李卫林受到开除党
籍、开除公职处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
机关处理。

2015年至2018年，原永州市公安局冷水
滩分局副局长罗五中， 违规对公安执法活动

施加影响， 为以刘某为首的涉黑团伙提供庇
护，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2019年1月，罗
五中受到开除党籍处分， 涉嫌犯罪问题移送
司法机关处理。

2010年至2018年，朱习生在担任道县人
民法院副院长期间， 利用职务便利和职务影
响力， 帮助支持以黄某为首的黑恶势力团伙
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充当其“保护伞”。2018
年12月， 朱习生受到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处
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2005年至2017年， 朱贤标在担任道县
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期间，在执
法过程中徇私枉法，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
人谋取利益， 充当以黄某为首的黑恶势力

“保护伞”。2019年1月， 朱贤标受到开除党
籍、开除公职处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
机关处理。

2010年至2018年，周勇在担任道县公安
局副局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和职务影响力，
包庇、纵容以黄某为首的黑恶势力团伙，为其
充当“保护伞”。2019年1月，周勇受到开除党
籍、开除公职处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
关处理。

2014年至2018年，黄锦强在担任蓝山县
交通运输局信访维稳办副主任期间， 利用职
务之便， 参与龙某涉恶团伙， 违规经商办企
业，并为其充当“保护伞”。2018年12月，黄锦
强受到留党察看一年、政务撤职处分。

湖南日报5月4日讯（通讯员 唐立君 记
者 鲁融冰）“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没想到还
能领到奖金。自从毕某林等人被抓后，我们的
生活环境安宁多了。”近日，澧县警方发放扫
黑除恶举报线索奖励时， 一名举报人由衷地
说道。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 澧县综合
运用各种宣传渠道，形成县、镇、村一体联动，
线上、线下交互推进，让扫黑除恶入脑入心，
营造出全县群众知晓、 社会各界主动参与的
浓厚氛围。

为积极发动群众检举揭发黑恶势力违法

犯罪线索，澧县对提供重要线索者实行重奖。
一年多来，群众通过电话举报、来信举报、现
场举报等多种方式，先后提供相关犯罪线索
400余条， 警方经过摸排获取有效线索105
条，已发放举报奖励7万元。

截至目前，澧县共侦破涉黑涉恶案件65
起，打掉黑社会性质组织1个，涉恶犯罪集团
1个，其他涉恶团伙7个，刑拘161人，取得了
专项斗争的阶段性胜利。

永州通报6起
涉黑涉恶“保护伞”典型案例

澧县为举报黑恶线索群众发放奖金7万元

湖南日报5月4日讯（张佳伟 尹建国 杨
坚）5月3日晚，2018—2019环球旅游小姐国
际大赛（中国区）总决赛在新宁县崀山开赛。
来自湖南、上海、新疆、江苏等赛区的41名参
赛选手，从全国10000多名选手中脱颖而出，

进入到决赛。
环球旅游小姐国际大赛与全球旅游小

姐、 国际旅游小姐和世界城市旅游小姐赛事
齐名，称为世界四大顶级旅游选美赛事。该赛
事自2006年引入我国，已举办12届，这是首

次在我省举办。2018年，中国区赛事涵盖8个省
市，设20多个分赛区。此次赛事将成为向世界
推介新宁崀山的新平台。

比赛分3个环节， 分别是《古韵崀山》系
列———旗袍走秀、《时尚花雨》 系列———泳装走
秀、《崀山之恋》系列———礼服走秀，现场高潮迭
起。经比拼，上海赛区马佾妍夺冠，浙江赛区王
婷婷获得亚军，江苏赛区樊佳逸获得季军。

环球旅游小姐国际大赛（中国区）总决赛 山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