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5月13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唐志卓）今天，安仁县月嫂培训
职业学校负责人杨丽明告诉记者， 该校
不久前开设了育婴师第一期培训班，吸
引50名学员参加。此前，学校已举办多
期月嫂培训班，200多名贫困家庭妇女
参加培训后，当上了持证“月嫂”，实现稳
定脱贫。

为帮助贫困家庭农村妇女掌握一
技之长，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自
2017年以来，安仁县人社局、妇联联合
相关职业学校， 对各乡镇推选的贫困
家庭及其他有意从事月子护理工作的
妇女，分期分批采取“理论授课+课堂
模拟教学”方式，对她们进行培训，并
安排培训合格的学员到县人民医院进

行20天实习操作， 经考试合格后颁发
初级职业资格证书， 并推荐到合作用
人单位就业。

“以前在广东打工，晚上还要加班，
月工资也就2000多元。现在回到家里做
月嫂，工资收入增加很多，还能照顾家里
人。”安仁县金紫仙镇高石村贫困村民谭
爱兰介绍，随着二孩政策放开，以及年轻
父母越来越重视对孩子进行科学喂养，
社会上对“月嫂”的需求大量增加，干这
行很有前途。

安仁200多贫困群众当“月嫂”摘穷帽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邹娜妮
通讯员 赵冠豪 张桥

前不久， 双峰县锁石镇大溢塘村村
民王拥军为母亲庆祝七十大寿。 与以往
的“大场面”不同，这次寿宴不收红包、不
设酒席，只有亲友的真挚祝福。

不放鞭炮，红白喜事简办新办，成为
锁石镇的文明新风尚。

“根据村规民约，丧事办理期间禁止燃
放烟花爆竹。 人情往来的乡亲不要送礼
金。”前不久，一则“不近人情”的告示张贴
在山河村党总支书记王优谊的家门口。

王优谊公道正派， 带领大伙儿脱贫
致富，深得村民信服。其母离世，带着礼
金前来吊唁的人很多， 却一一被王优谊
拦住了脚步。

为刹住大操大办的歪风， 山河村成
立了红白喜事理事会， 出台红白喜事规
章制度，提倡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其他
喜庆事宜不办， 要求党员和村组干部带
头模范遵守。“寄托哀思不在乎这些形
式，我和理事会成员商量了，要带头推进
移风易俗，丧事一切从简。”王优谊说。

梽木村78岁的老支书王珍贵去世
后，家人遵照其生前遗愿，治丧从简，没
有燃放一挂鞭炮。

“老支书不愧是老党员，无论生前还是
身后，都为大家立榜样、带好头。”梽木村党
支部书记王泉清介绍， 王珍贵当了12年村
支书，任村干部40余载，去年11月被诊断
患肺癌。在身体状况极差的情况下，他还拄
着拐杖参加村规民约修订会议， 积极为全
村倡文明树新风发挥余热、以身示范。

锁石镇党委书记欧阳鸿政介绍，近
年来，锁石镇从“文明办酒”入手，精心
“烹调”移风易俗这桌“文明大餐”，通过
建立规章制度、成立村级理事会、党员干
部带头示范等， 有效遏制了大操大办等
不良风气，带动了乡风文明、民心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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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5月13日讯（见习记者 彭
婷 通讯员 曾佰龙）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
印发通报， 对2018年落实重大政策措
施、 真抓实干成效明显的地方予以督查
奖励。其中，湘潭市被“点名”表彰5次。这
是湘潭市坚持高质量发展获得高分的最
新佐证。

湘潭市“上榜”的5项工作分别是：大
力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产业特色
优势明显、技术创新能力较强、产业基础
雄厚；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力度较大，支
持传统产业改造、 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

模式、 承接产业转移和产业合作等工作
成效突出；推进质量工作成效突出；落实
重大政策措施成效明显、 创造典型经验
做法；湘潭高新区在推动“双创”政策落
地、扶持“双创”支撑平台、构建“双创”发
展生态、打造“双创”升级版等方面大胆
探索,成效明显。

“高分”背后的“秘诀”是什么？湘潭
市市长张迎春说，近年来，湘潭市坚持高
质量发展， 推出了系列创新举措促实体
经济发展。推出“产业链链长+产业联盟
盟长+牵头银行行长”的“三长”联动工

作机制后，湘潭市产业链、产业联盟新增
企业贷款161户、贷款39.75亿元。湘潭市
还大力发展新能源装备、海工装备、先进
矿山装备等支柱产业，全市80多家智能
制造企业已与“一带一路”沿线60多个
国家建立了业务往来。 出台优化营商环
境28条措施，从提高政务服务效能、降低
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保护企业合法权益、
建立健全保障机制等4个方面亮出“大
招”，努力营造一流营商环境。作为湘潭
“智造谷”核心区，湘潭高新区打造了中
部地区首个院士创新产业园，已引进6位

院士设立工作站；建设长株潭创新中心，吸
引100余名高端人才创业， 一批高精尖技
术在园区实现产业化。

通过真抓实干，湘潭经济稳步发展，今
年一季度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99.1亿元，同
比增长7.5%； 实现规模工业增加值175.47
亿元，同比增长8.9%，增幅居全省第二。

湖南日报5月13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吴嘉 孙存准 ）5月13日， 在永
州市经济开发区， 湖南韬讯航空科技
有限公司的科研人员正忙着测试新型
工业无人机。2018年，以南京航空航天
大学飞行器设计专业博士葛讯为首的
博士团“落户”永州，实现工业级无人
机从实验室“飞向”市场。近年，永州市
以产业需求确定人才项目， 以项目吸
引人才， 并努力为他们提供一流的工
作生活环境，成功构建“产、学、研”创

新创业体系。
近年，永州市围绕现代农业、生物

医药、城市规划、文化旅游、电子商务、
现代物流、金融服务等产业发展确定人
才项目，从人才管理、引进、培育、使用
等方面出台一系列激励政策，为各层次
人才引进培育提供支持，特别是为产业
人才及团队引进培育提供坚实保障。宁
远县每年设立1000万元人才专项资
金、1亿元产业发展扶持资金，吸引人才
创新创业。永州市还在全省率先确定每

年12月12日为“永州人才日”，率先举办
“人才春晚”和“高端人才沙龙”等。

永州市各级带着人才项目主动外出
招才引智，2017年集中引进各类急需紧
缺人才837名；去年，协议引进院士3人、
教授36人、博士46人、名牌大学全日制
硕士研究生22人，以及签订招才引智和
招商引资项目32个， 聘请20名招才大
使；今年4月，在深圳举办对接粤港澳“招
商引资-招才引智”活动，共签约29个人
才合作项目，引进院士1人、教授和副教

授30人、博士及硕士研究生97人。
帮扶人才成功创业，是留住人才、推动

经济发展的关键。 永州市依托永州经济开
发区、永州农科园、萍州工业园，成立3个省
级创新创业示范基地、7个创业孵化基地、1
个重点实验室， 吸纳300多家企业和创新
创业团队入驻， 为各类人才提供大展宏图
的良好平台。到目前，该市推动本土企业与
上海交大等16所重点高校对接合作， 每年
吸引50名以上教授或博士来永州工作或开
展科研。

湖南日报5月13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廖思思）
“山水古柏万年荣，茂叶繁枝舞半空。白雾青烟撑郁伞，风霜
雪雨伴苍生。”近日，衡阳县林业局工作人员在金兰镇山水
村双柏组发现一棵“树中老寿星”———千年古柏。

这棵古柏高18米，胸径1.166米，需要4个成年人才能将
树抱住。这棵古柏虽曾遭人为破坏盗取其树干制作柏香，但
主干、枝干仍枝叶茂盛，生机盎然。经查阅文献资料和对树
围、年轮进行测算，确定古柏树龄达1200年。

变“为民做主”为“由民做主”
云溪区人大代表
票决民生实事项目

湖南日报5月13日讯（记者 王晴 通讯员 邓志强）在5
月8日举行的岳阳市云溪区路口镇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四次会议上，52名镇人大代表以投票表决方式， 从7个候选
项目中确定了该镇2019年5件民生实事项目。 这是云溪区
首次实行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 是推动基层民主
的一次有益尝试。

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 是指政府在广泛征求
群众意见、建议的基础上提出民生实事候选项目，经同级人
民代表大会会议投票表决确定正式项目， 交由政府组织实
施，并接受人大代表和群众监督。以往，政府兴办民生实事
基本上是党委决策、政府实施，很多群众由于不知情、未参
与，导致少数群众并不“买账”，有的项目甚至被误解为“形
象工程”“政绩工程”。

云溪区人大常委会决定在路口镇率先开展民生实事项目
人大代表票决制试点工作。 镇政府对通过多种途径征集到的
20个民生实事建议候选项目，按普惠性强、受益面广、群众急
需急盼等原则进行筛选、归并整理，拟定了7个候选项目。

“通过代表票决，农村安全饮水项目被定为今年政府民
生实事项目，投资金额达360多万元，将有6个村的5000多
名群众受益。”来自白荆村的镇人大代表杨勇作为这个项目
的建议者，对项目获得通过感到非常高兴。

云溪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聂金华表示，下一步，该区将在
取得试点经验的基础上， 整体推进全区民生实事项目人大
代表票决制工作，让改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群众。

湖南日报5月13日讯(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杨中瑜 杨
万里)5月13日， 永州摩崖石刻学术研讨会暨永州潇湘意摩
崖石刻拓片博物馆开幕式在永州市冷水滩区举行。 来自北
京大学、清华大学等科研院校的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和新闻
媒体记者100余人参加会议。

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永州摩崖石刻的现状、文化渊源、历
史价值、艺术价值、未来宣传保护、拓片博物馆的发展方向、
重要拓片保护、拓片技艺传承，及摩崖石刻拓片对永州文化
产业发展的作用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与会人员对永州摩
崖石刻清晰的阶段性、连续性和保存的完整度，对潇湘意文
旅热心文化事业特别是永州摩崖石刻拓片的研究与保护给
予了充分肯定， 对永州摩崖石刻的价值定位达成共识。当
天， 国内首家摩崖石刻拓片专业博物馆———永州潇湘意摩
崖石刻拓片博物馆开馆迎客，展出百余幅制作精美、唐代以
来的永州摩崖石刻拓片。

专家聚永州研讨摩崖石刻

湖南日报5月13日讯（通讯员 艾春望 记者 李治）“7人
存在未及时调整工资、 级别；2人在受处分期间被评为先进
工作者……”近日，长沙县纪委监委通报了纪律处分决定执
行专项检查情况。

今年2月，长沙县纪委监委启动纪律处分决定执行专项
检查工作， 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县各级纪检监察组织办结
的1248起案件的处分决定执行情况“回头看”，确保处分决
定执行到位。

“我们列出了要检查的10个方面的内容，包括处分决定送
达、宣布、归档，受处分人员职务级别、工资待遇、年度考核、奖
金发放、任用晋升、党员权利恢复和处分解除等，确保查纠‘无
死角’。”长沙县纪委监委审理室主任周柯介绍，通过“拉网式”
检查，处分执行到位率93%，发现各类问题81个，已责令有关
单位立即整改，并对整改情况进行全面督查，确保整改到位。

下一步， 长沙县将把纪律处分决定执行工作列为巡察
监督和派驻监督的一项重要内容， 实现纪律处分决定执行
情况监督常态化。

长沙县对纪律处分决定
执行情况“回头看”

衡阳县发现千年古柏

新规治陋习
5月12日，张家界市永定区土家风情园，土家族姑娘伍叶与法国青年鸠廉举行了一场地地道道的土家族婚礼。“拦门斗”

“哭嫁”等土家族热闹喜气、别具一格的婚典场面，吸引了众多市民和中外游客围观。双方的亲属及来自法国、印度、波兰等8
个国家的20余位亲朋好友共同见证了这一幸福的时刻。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见习记者 上官智慧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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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邢骁

“手机支付还是现金支付呀？”5月
11日，在长沙市芙蓉区湘湖管理局今朝
星市集农贸市场一个猪肉摊位前， 摊主
蒋义英麻利地切好一块五花肉， 往智能
电子秤上一放。顾客王学军掏出手机，对
着二维码轻轻一扫，通过微信支付成功。
随后，蒋义英递给王学军一张付款凭证，
上面记录着市场名、摊位号等信息，还附
有二维码。

去年，长沙市启动实施“一圈两场三
道”行动计划，农贸市场是其中一“场”。5
月11日，芙蓉区首家智慧农贸市场———
今朝星市集农贸市场开业。 该市场在减
轻市容整治压力、 缓解市民买菜不便的
同时，还对市民的“菜篮子”进行了“智
慧”升级。

扶了扶老花镜，王学军盯着小票仔
细研究起来。“这是一张‘溯源小票’。”

蒋义英忙着解释，市场里每块肉、每棵
小菜都能通过小票查到其“身份证”，肉
从哪个屠宰场出来， 蔬菜在哪里生产，
经怎样的途径流通到消费者手中，均可
追溯。

“这也是一张‘监督小票’。”蒋义英
接着说， 扫完小票上的二维码， 菜品价
格、重量清晰可见，摊位、摊主名一目了
然，还能通过操作页面，为商家点赞，或
投诉不当行为。

“嗯，这个挺不错。”王学军听完拿起
手机，给蒋义英点赞。

蒋义英的面前摆着一台市场专配的
移动设备，王学军付完款后，设备上的营
业数据即时刷新。 不断更新的营业数据
汇成“大数据”，通过分析，市场方可获知
畅销菜品、交易高峰等信息，为摊主进货
提供指导。

“我们年纪大了，出来一趟不方便，
市场有没有送菜服务？” 王学军问道。一

旁的市场工作人员告诉他，线上下单、线
下配送服务在计划中，下一步，市场将组
织物流团队推出这项服务。“快点咯！”老
伴拎着菜篮子在前头催促， 王学军紧走
两步，对老伴说：“住了几十年，头回感觉
买菜如此舒心。”

舒心不只是因为市场够“智慧”，在
王学军看来，硬件也无可挑剔。告别杂乱
无序， 没有满地菜叶，4000平方米的市
场里，特产区、果蔬区、水产区等9大功能
区划分明确，设置整齐有序，每天可供应
2000多种食材。 数百盏LED灯暖光照
明、新风系统、中央空调同时启动，整个
菜场温度适宜、明亮无异味。购物完毕，
顾客还可将买到的菜拿到市场农残检测
室，进行免费检测。

“过去买菜有‘三怕’：怕湿鞋子、怕
捏鼻子、怕食品不安全。如今逛菜场如逛
超市，放心舒心，非常棒！”王学军笑着
说。

今朝星市集农贸市场附近有不少小
区，辐射居民近10万人。市场工作人员
介绍，为方便市民，市场还配备了智能化
停车场，提供车位180个。

芙蓉区首家智慧农贸市场开门迎客———

逛菜场如逛超市

被国务院办公厅5次“点名”表彰
坚持高质量发展获得高分湘潭市

构建产学研创新创业体系永州市
今年4月对接粤港澳共签约29个人才合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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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5月13日讯（记者 王文 通
讯员 沈阿玲）近日，全国城市基层党建
创新案例征集评选活动复评入选案例名
单公布，其中，浏阳市把“话筒”交给群
众、以党建引领社区共治占据一席。

自2017年以来，浏阳市积极探索城市
基层党建和社区治理新模式，各级党组织
广泛开展“把‘话筒’交给群众”活动，在广
泛听取群众意见、建议的基础上，着力解
决群众身边小事、琐事、烦心事，开辟了一
条集收集、解决、反馈于一体的民意沟通
渠道，初步形成了“听、诊、办、评”党建引领
社区共治四步工作法， 党组织服务群众、
凝聚群众的能力进一步增强。

浏阳市开展“把‘话筒’交给群众”活
动，既能听取民意，也能集中民智，群策群
力推进民生工作。从文明创建、廉政工作到
环境治理等方方面面，只要群众有呼声，党
组织就有回应。据统计，活动开展以来，该
市各级党组织已帮助解决群众反映的突出
问题1327个，其中95.5%获评为“满意”。

浏阳以党建
引领社区共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