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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日，晴朗无云。石门县大山深处的
所街乡关上村绿树环绕，青翠欲滴。51岁的
村民崔孔维早早来到地里栽红薯。 他患过
小儿麻痹症，双腿落下残疾，干活很吃力，
干累了就歇一会。

崔孔维的妻子也体弱多病， 儿子外出
打工， 还有年迈的母亲要赡养， 生活较困
难，2015年崔孔维家被定为建档立卡贫困
户。 在党和政府帮助下， 他们一家易地搬
迁，修了100多平方米的新房，还搞起了养
殖，平时制作剁辣椒等土特产卖。

“家里不到2亩地，我种上红薯喂猪。我
们乡里的土货城里人愿意买，销路好，价格
也好。我喂了20多头猪、8头羊，平时还做
点剁辣椒、豆腐乳等，好让嫂子帮我卖。嫂
子这么帮我们，我们更要勤快点。”崔孔维
抹了一把汗，又弯下腰，继续栽红薯。

崔孔维说的“嫂子”，是石门县“名人”
管群英，曾被评为省雷锋式巾帼志愿者，并
入围“感动中国之湖南人物”。管群英也是
所街乡人，中专毕业后在一家国企工作。后
来遭遇车祸， 造成高位截瘫。 但她身残志
坚，搞过创作，开过便利店，干过保险销售
等。她干一行钻一行，担任太平洋人寿保险
石门县支公司营销部经理时， 业绩在全省
名列前茅。2016年，在当地政府支持下，她

和丈夫在石门县城开了一家特产专卖店。
近几年，脱贫攻坚成为石门县压倒一切

的中心工作。作为县政协委员，管群英觉得
自己有责任结对帮扶贫困户，但县政协考虑
到她的身体和家庭状况，没有安排她参加结
对帮扶， 她便利用自己经营特产店的优势，
帮助贫困乡亲销售土特产。她还找到自己老
家的贫困户崔孔维，主动承担起帮扶任务。

“嫂子自己生活压力也很大，两个女儿
读大学，父母又有病。但她还想方设法帮助
我们一家，我们自己如果不努力，对不住她
啊！”崔孔维说。

前几年， 崔孔维的儿子找不到工作，管
群英四处托人，先后介绍了两份工作。管群英
还包销了崔孔维家生产的腊肉、剁辣椒、豆腐
乳等土特产。崔孔维养猪养羊，管群英请来畜
牧技术人员，教他学习养殖技术。去年，崔孔
维家想建猪舍扩大养猪规模， 需要10来万
元。一次，崔孔维顺便提起这件事，管群英立
马表态：“我没有多大能力，帮不上你太多。你
养猪差钱，我先给你2万元，就当是我给你的
订金，年底杀猪，你再给我猪肉。”在管群英支
持下，崔孔维家顺利扩大了养殖规模。

“崔孔维一家还有困难，乡里乡亲的，
能帮就帮一把， 也可以减少一点政府的
负担。” 谈起对崔孔维家的帮扶， 管群英
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自己没有做啥，不值
一提。

湖南日报6月4日讯（记者 曹娴 通讯
员 张泽鹏）如何为我省83.4万余户中小微
企业提供精准服务？ 今天召开的全省中小
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网络运行会透露，到
2020年底，实现省、市、县三级中小企业公
共服务综合窗口平台全覆盖， 工业新兴优
势产业链（产业集群） 窗口服务平台全覆
盖， 省级中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窗口服
务平台全覆盖。

我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网络，由
一个统筹全省企业服务资源的枢纽服务平
台与若干个贴近需求、提供直接服务的“窗
口”服务平台共同组成。目前，我省已建成1
个省级枢纽平台、12个市州综合窗口服务
平台、52个县市区综合窗口服务平台、20
个产业集群窗口服务平台。

线上+线下， 搭建起服务与对接的桥

梁。目前，我省平台网络共有8500余家服务
机构入驻，可提供融资担保、技术创新、人
才培训、管理咨询、创新创业等八大类、1.84
万余款服务项目； 吸引超过10万家中小企
业注册，已成功对接服务需求超1万个。

从2013年至今，我省逐步探索出“服
务产品化、产品标准化、标准品牌化”的湖
南特色中小企业公共服务模式，去年先后4
次被工信部作为典型推荐。

在今年省级机构改革中， 原省有色金
属管理局与原省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合并，
在4月组建成立新的湖南省中小企业服务
中心，以进一步完善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
力。“力争将省中小企业服务中心打造成全
国体量最大、功能完善、特色鲜明的省级中
小企业服务机构标杆。”省中小企业服务中
心主任阳望平说。

搭建平台网络 服务中小企业
我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网络将覆盖省、 市、

县三级和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

湖南日报6月4日讯（记者 奉永成）高考
和端午节即将来临。今天，省市场监管局局长
向曙光率队在长沙市开展食品安全突击检
查，确保高考和端午节期间食品安全。消费者
发现食品安全问题，可拨打12315举报投诉。

在长沙市明德中学，突击检查组对学校超
市售卖的食品和学校食堂食品原料、食品加工
过程、留样、食品安全信息公示、明厨亮灶等情

况进行了认真检查，并对部分原材料进行了抽
样检查。叮嘱学校要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
任，加强食堂食品安全管理，严把食品原料采
购、贮存、清洗、烹饪、备餐、餐饮具清洗消毒和
食物留样关，确保学生饮食安全。

在沃尔玛长沙市雨花亭店， 突击检查组
检查了粽子、咸鸭蛋等生鲜熟食，要求经营者
诚信守信合法经营。

省市场监管局提醒，高考期间，考生应尽
量在学校食堂或家中用餐，不在流动摊贩、露
天摊点用餐；购买食品时，到具备相应资质、
贮存条件较好的正规商场和超市， 谨慎选择
网络订餐外卖食品， 如在餐饮消费过程中出
现不适症状，应尽快就医，并保留病历和化验
报告等相关资料。截至目前，我国从未批准任
何具有“补脑”功能的保健食品，市面上所有
声称具有“补脑”功能的保健食品均存在误导
消费者的行为，建议家长和考生不要购买。一
旦发现有违反《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的行
为，可立即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举报，或拨打
12315热线投诉举报。

省市场监管局开展突击检查

确保高考和端午节期间食品安全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见习记者 张璇 吴广

“村民在这里可以春赏樱花夏观荷，秋闻
菊香冬品梅，此外还有三叶草、绣球花、波斯
菊等20多种植物。”6月4日， 岳阳县荣家湾镇
党委书记李德军带着记者走进欣荣村的樱花
园，眼前是百花齐放，不时有飞鸟掠过。他介
绍，这里以前是一片荒山，如今变成千亩樱花
园，山青了，空气好了，村庄更美了！

这是岳阳探索乡村振兴、 扮靓乡村颜值
的缩影。今年来，岳阳把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作
为实施乡村振兴的第一场硬仗来打， 聚焦地
净、水清、村绿、房美等10件具体事情，挥舞
“硬化路面、绿化村庄、亮化道路、美化环境”
的“四化”妙笔，绘制沃野新图。

“提升农村面貌，就是要让群众看到实实
在在的变化，提高农民群众生活质量，增强农
民群众的幸福感。” 岳阳市委书记刘和生说，
该市村庄清洁行动集中攻坚，开局整体顺利，
氛围逐步形成，力度不断加大。全市已创建省
级美丽乡村示范村46个、 市级美丽乡村128
个，农村让城市更向往。

绘出千里“黑色缎带”
一条路，打开一个乡村，推动一方经济发

展。“路不好走，出行不便，晴天一身灰雨天一
脚泥。” 湘阴县金龙镇望星村村民周汉勋把
村民的困扰反映给了岳阳市住建局驻望星村
工作队队长廖亚辉。 廖亚辉马上带着驻村队
员入户收集修路意见， 将修路工作纳入挂号
销号制度。不到一周，县交通局，镇、村与驻村
队员多方联动，制定出路面硬化计划。

“2米的乡间小路拓宽至4米的两车道，
村民不仅出行方便了，还能把自家的农产品
运出去卖。”看着即将完成的水泥路面，廖亚
辉面露喜色。自驻村工作队进驻以来，全村
2.7公里的道路实现了“白改黑”，79盏路灯照

亮了村子的未来。
乡村公路的“颜值”也与日俱增。在屈原

管理区三洲村，有条公认的“最美公路”。这条
沿三洲河的沥青路旁，铺设了大片草皮，栀子
树、红叶石楠、茶花树、桂花树争奇斗艳。傍晚
时分，村民来到三洲河沿线休闲走廊上，散步
聊天， 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栀子花香。“村里
目前道路白改黑7.9公里， 绿化主干道6.2公
里。路通了、美了，老百姓的生活环境越来越
舒畅。”村党支部书记谭国雄说。

岳阳市交通局农村公路科科长龚岳松介
绍，去年岳阳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以来，重点
抓好农村公共空间整治，推进通村组道路建设，
目前已对2400公里村组道路实施硬化或“白改
黑”工程，安装路灯69397盏；不断提升农村绿化
美化水平，交通干道、沿村公路及沟港河渠等地
段宜绿则绿，绿化主干道路5456公里。

琢出一串“花园项链”
乡村的美要“内外兼修”，关键在于村民“主

人翁”意识强不强。在临湘市坦渡镇万峰村，记
者看到一个个小花园格外惹人注目。 该村老党
员陈天桃不仅帮助村民制作竹木篱笆， 还将培
育多年的30棵桂花树捐献出来。 该镇韩桥村村
民徐延安多年在外承包工程， 今年主动为家乡
捐赠了价值6万元的景观苗木。

有爱花的农民，也有爱果树的乡亲。在平
江县向家镇黄长村柿花屋场， 不仅沿组级公
路旁种满了柿子树， 家家户户门前还种了不
少柑橘、柰李、乌梅等果树。该村党支部书记
许火林说：“全村每户房前屋后都种了果树，
不仅美化了环境，还增加了收入。”

在岳阳楼区奇家岭街道仓田村， 家家户
户的庭院连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墙上或
是青山绿水画， 或是文明卫生顺口溜，“农村
卫生 人人有责”的观念已深入人心。

在提升乡村颜值的道路上， 岳阳因地制

宜，结合当地地理特色与文化底蕴，统一规划
设计，统一景观式样，统一外墙装饰，方寸之
间凸现高质量的乡村人居环境。 岳阳市农业
农村局局长孙志诚介绍， 目前全市在建美丽
小屋场、小广场、小舞台635个，建成小花园、
小果园、小菜园、小庭院1860处。

漾起一条“最美岸线”
长江，入华容出临湘，流经湖南的163公

里岸线全部厚赐给了岳阳。
为了不负这份“独宠”，去年，岳阳市出台

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决议”和
“行动方案”，打响了洲滩复绿、关停港口码头
复绿、工业园区绿化、采石场复绿在内的岸线
绿化大会战。

记者沿岳阳市君山区41公里长江岸线而
行，只见一江碧水，波光粼粼；草长莺飞，豚跳
鱼跃。 而在蜿蜒163公里的长江湖南岸线上，
这样的美景随处可见。

美化长江岸线，首先聚焦沿线码头整治。
君山区投入3亿多元治理长江岸线，拆除39处
砂石堆场、10处非法砂石码头和5处渡口，并
对其全部复绿。

行走在临湘市江南镇长江岸线，防浪林、
风景林肃立两旁，绿意盎然。曾经，江南镇农
民屋后2688栋偏杂屋绵延32.5公里， 成为全
市的“疮疤”。如今，该镇沿长江大堤栽种紫
薇、榉木、女贞等近20万株，实现长江岸线江
南段全段生态复绿。

筑牢“绿色长城”，岳阳以坚如磐石的定
力，围绕“村绿”，突出绿化长江岸线。今年2
月，该市对华容县、君山区、云溪区、临湘市43
个与大堤接壤的村庄铺开“绿色村庄”建设工
程。如今，已绿化村组干道192.8公里，新增公
共绿地面积71亩，复绿荒山荒地1299.6亩。

在岳阳，“绿色滨江、还岸于民”的梦想已
经实现。

乡村“四化” 幸福入画
———“乡村振兴看岳阳”系列报道之三

管群英高位截瘫、艰苦创业，仍不忘帮助别人，她说———

“乡里乡亲的，能帮就帮一把”

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长沙河西，银盆岭街道大大小小的菜市场、
生鲜店里，拎着菜篮买菜的人越来越多了。

6月3日，早晨8时多，火炬城生鲜农贸市
场， 张星霞大姐胳膊上挎的菜篮已经快被填
满。记者探头一瞧：一把豆角、一捆青菜、两根
莴笋、几个青椒，都新鲜得很；刚割下的一块
猪肉，用饭盒装着，放在菜篮一角；3片白嫩嫩
的豆腐，则盛放在另一个饭盒里……

菜篮、饭盒，不仅是张星霞大姐出门买菜
的固定“行头”，也已成为“银盆岭绿色营”百
余名环保志愿者逛菜市场的随身“标配”。

打开“银盆岭绿色营”微信群，每天都有
志愿者“晒照”“打卡”。“晒的是提菜篮买菜的
‘美照’， 打的是不用塑料袋、 让垃圾减量的
‘卡’。”菜篮买菜的发起人张运和对记者说。

张运和，人称张爹，投身环保事业34年。
张爹和老伴刘放辉，30多年来坚持买菜用菜
篮子。以前买早餐、肉类，偶尔还会带回一两
个塑料袋。从2015年起，两人提出要“零塑料
回家”，此后去菜市场买菜，坚持不用塑料袋。

张运和估算了一下，30多年来自家累计
少使用塑料袋超过10万个。“如果大家都提菜
篮子买菜，不用塑料袋，那减少的垃圾量就很
可观了！”

2017年9月， 张运和开始在自己所在小
区、社区推广使用菜篮买菜。一开始，影响范
围有限，也没有形成风气，有的人没有做到完
全不用塑料袋，有的人没有长久坚持下来。今
年4月，张运和想到在微信群用“晒照打卡”的
办法，推动“菜篮买菜”，让大家真正行动起
来，并慢慢形成自觉。

1个多月来，“银盆岭绿色营” 的志愿者，
坚持将自己提着菜篮、有清晰的菜市场背景、
能看到菜篮里没有塑料袋的照片，“晒” 在微
信群里；张爹的老伴刘放辉则负责记录，每人
每打卡一次记1分。

6月4日上午， 在银盆岭街道办事处举办
的“六五环境日，我们在行动”活动现场，谭凤
霞、张星霞等21名志愿者受表彰，胸前的大红
花，映衬着他们的笑脸。一旁的光荣榜上，是
一份绿色银盆志愿者的环保时尚绩效计分
表。这天被表扬的21名志愿者，都是坚持菜篮

买菜、 不用一次性纸杯以及参与环保行动的
佼佼者。

“不难，我会坚持下去。”家住银盆岭街道火
炬城社区的刘爱华大姐说，以前去菜市场，几乎
是一样菜一个小塑料袋， 多的时候一趟下来有
10多个塑料袋。大点的还可以做垃圾袋，小一点
的基本就扔掉了。现在，不仅自己买菜坚持用菜
篮子，家里人也受影响，平时买点小东西，都不
要塑料袋，而是选择随手拿或带上环保袋。

“我孙子今年7岁，洗手的水会用脸盆接
住，再去冲厕所”“洗衣服的水、淘米的水，都
会再利用”……说起环保，这些“银发”志愿者
纷纷打开了“话匣子”。

为了让“菜篮买菜”的行动持续下去，银
盆岭街道购买了100个竹篮， 赠送给居民。队
伍不断壮大， 张运和又寻求长沙市两型办支
持，增购了50个竹篮、100个环保袋。张运和还
开设了“绿色银盆”微信公众号，除日常活动
组织发布、 环保知识科普等外， 特别设置了
“每周一星”栏目，每周推选一名表现优秀的
环保践行者，给予精神嘉奖。

菜篮子重现市场，引领的是环保新时尚、
新风潮。在银盆岭街道，提倡个人出门自带水
杯，家庭使用非一次性茶具、杯具；10多个社
区公共服务中心均不再使用一次性纸杯。

“我们的口号是：唯有行动，才能改变。”
张运和相信，当行动起来的人越来越多，环境
改善的效果自然会越来越明显。

湖南日报6月4日讯（记者 李国斌 通
讯员 胡喆）高考将于6月7日至8日举行。记
者今天从长沙市公安局获悉， 为确保高考
安全顺利进行， 长沙市公安机关将严格落
实各项校园安保措施， 严厉打击涉考违法
犯罪活动，为考点和考生保驾护航。

据介绍，高考期间，公安交警将在学校
周边道路增派执勤警力，及时疏导送考、接
考车辆，考试开始后，对考点学校周边道路
实施交通管制，严格执行机动车禁鸣令。按
照“一点一组”的要求，公安机关将在每个
考点设立安全保卫小组，配备1台巡逻警车
和4名巡逻警力，及时处置影响考点安全的
各类突发事件。 特巡警支队将加强考点周
边的巡逻防控， 一旦接到涉及高考安全的
求助报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处置。

为了更好地方便考生， 长沙公安机关
人口与出入境管理部门已为高考考生办证
开辟绿色通道，实行优先受理、提前预约、
延时服务， 及时为高考考生办理好身份证
或临时身份证明。 该部门还将配合教育部
门做好考生身份审查工作， 及时查处伪造
身份证件、冒名替考等违法行为；严格执行
有关户口迁移、 变更民族成份的政策和规
定， 对涉及考生户口迁移、 变更民族成份
的，严格审核把关，防止利用非正常户口迁
移和变更民族成份投机的行为。

长沙公安机关刑侦部门将对“助考”团
伙案件、 涉考诈骗团伙案件等涉考案件进
行重点侦查，严厉打击考试作弊、兜售试题
答卷、 非法招生及利用高考从事中介诈骗
钱财等违法犯罪活动。

长沙警方护航高考
严厉打击涉考违法犯罪活动

湖南日报6月4日讯（记者 王文）长沙
市建筑工程安全监察站日前下发通知，要
求今年高考、学考、中考（简称“三考”）期
间，对长沙在建工地进行施工噪声控制，为
广大考生营造一个安静的学习、 休息和考
试环境。

“三考”静音特护期为6月1日至6月18
日，期间，各施工企业必须严格控制建筑工
地附近周边的施工噪声污染， 白天场地边
界噪声不得超过65分贝， 晚上禁止进行打
桩、钻孔、混凝土浇筑、电锯等强噪声作业，
场地边界施工噪声不得超过55分贝， 特别
是学校附近、居民集中区域，在中午12∶00

至14∶30、 晚上22∶00至次日凌晨6∶00
禁止一切噪声施工。“三考”期间（2019年6
月7日至8日、6月11日至13日、6月16日至
18日），各考点周边500米范围内所有建筑
工地停止一切施工作业活动。

“三考”期间，长沙各级安监部门将加
大施工噪声专项巡查力度， 对发生噪声扰
民的工程项目，要坚决责令立即停工整改，
对整改不力或情节严重的， 下发不良行为
告知，并提请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处罚。
市民如发现未严格控制施工噪声或擅自进
行夜间施工行为的， 可拨打高考静音举报
电话0731-84775100投诉举报。

“三考”期间长沙在建工地禁噪
� � � �提上菜篮子，拒绝塑料袋，在微信群“晒照”“打卡”，长沙
银盆岭街道的这群志愿者，正在引领环保新风潮———

重提菜篮，让垃圾减量

打造绿色
“生态美”

6月4日， 二广高速澧县
段，道路两旁的人造林郁郁葱
葱。近年来，澧县着重打造生
态宜居绿色县城，积极开展耕
地修复治理、 土壤污染防治、
矿山植被修复等，目前全县综
合绿化面积已达15000亩。

柏依朴 摄

荨荨（紧接1版）她指出，要认真总结“万企帮
万村”成绩经验，拓宽帮扶参与面，进一步配
强帮扶力量，更精准做好帮扶工作，将帮扶
措施落实到户到人，更加突出重点，帮到点
上、扶到根上，与党委政府工作互融互补、相
得益彰，推动“万企帮万户”深入开展。

乌兰强调，要发挥企业优势，着力抓好产
业扶贫，重点解决好“选得准”“接得上”“联得
紧”的问题。要加强分类指导，精准对接市场，
解决好帮扶主体与贫困户利益联结问题。要
改进帮扶方式， 促进贫困群众高质量可持续
脱贫。根据脱贫攻坚的阶段性特征，及时调整
完善扶贫策略，准确把握目标标准，注重激发

贫困群众内生动力，对症下药、精准施策，提
高自主发展能力。要加强组织协调引导，广泛
动员更多企业参与进来。 地方党政部门要根
据各自职责，通力协作，支持“万企帮万户”行
动开展，形成工作合力。

黄兰香要求， 要积极引导和服务更多
企业参与“万企帮万村”行动，动员各领域
统一战线成员热情参与“户帮户亲帮亲 互
助脱贫奔小康”活动。各企业和商协会要向
受表彰的先进学习，积极投身脱贫攻坚，进
一步彰显民营企业的力量和作为。

会议通报表扬了65个先进企业和10
个先进商会。部分企业家代表作交流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