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 (见习记
者 李杰 通讯员 刘晨 唐丰)“我是
二级残疾人， 我家房子年久失修，
能否申请危房改造？ ”6月2日，在安
乡县黄山头镇杨湖村“清风连心
桥”微信群，村民孙林发出咨询信
息。 当天下午，镇、村工作人员上门
查看后，上报有关部门，很快帮他
解决了问题。

群众有所呼， 党员干部有所
应。 在常德市各地，通过“清风连心
桥”，群众足不出户就能解决问题。

去年，常德市纪委监委要求全
市各乡镇（街道），延伸“互联网+监
督”，在每个村（社区）各建一个“清
风连心桥”微信监督群，组织村(居)
民实名加入。 通过微信监督群，及
时发布村（社区）集体收支情况、民

生项目等信息。 同时，收集群众意
见、建议等，由微信群管理员逐条
登记，并及时报村(社区)党支部书
记处理； 对群众反映的问题线索，
及时报乡镇(街道)纪委(纪工委)书
记，按监督执纪规则办理；对具有
普遍性、倾向性的重大问题，乡镇
(街道)纪委(纪工委)通过综合研判、
精准分析， 及时向上级纪委 (纪工
委)报告。

“建立专门的微信监督群，旨
在打通全面从严治党‘最后一公
里’。 ”常德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
介绍，“清风连心桥”微信监
督群发挥了“监督哨”和“预
警器”的作用。 今年3月，武
陵区永安街道甘露寺社区
在微信监督群公示低保户

名单，群内有人对居民张某被纳入
低保户提出异议，社区立即将有关
情况在群里进行了说明，最后得到
了群众认同。

常德市将“互联网+监督”延伸
到微信群，受到基层群众欢迎。 目
前，该市已建立“清风连心桥”微信
监督群2268个，15.9万多人入群，实
现了村(社区)全覆盖。 今年来，已在
微信监督群发布村级财务收支情
况等信息6.1万多条；受理群众投诉
5614起，办结率达98.14%，群众满
意率达9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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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 （记者
王晗 ）6月6日， 长沙市望城区金沙
110千伏变电站改造工程投运现
场， 电力工人紧张有序进行作业。
随着两台主变压器连续5次空载冲
击受电正常， 项目顺利联网运行。
项目负责人欣喜地告诉记者，工程
比原计划提前4个月投产， 党员突
击队功不可没。

金沙110千伏变电站于2004年
投运。 随着附近楼盘小区和商业快
速发展，高温高负荷期间重载情况
时有发生，必须增容扩建。 2017年
10月，国网长沙供电公司启动电网
建设“630攻坚”行动，将该变电站
改造工程列入第二阶段（去年6月
30日至今年6月30日）“会战630”项

目。 今年4月初，项目开工建设，将
站内原有两台3.15万千伏安的变压
器更换成6.3万千伏安变压器，供电
容量可增加一倍， 从而满足大泽
湖、金山桥、雷锋大道沿线居民生
产生活和新建商业用电需求，为望
城地区平稳度夏增添新保障。 从拆
除旧站设备到完成新设备安装调
试，仅仅用时60多天。

哪里有项目，哪里就有党员。 5
月中旬以来，“会战630” 进入收官
冲刺关键阶段，工作量较往年同期
数倍增长。 为确保电网建设攻坚顺
利推进，国网长沙供电公司全面开
展加强党建引领电网工程建设工
作，将党组织建在项目上、党旗插
在工地上，从公司2000多名党员中

挑选骨干， 成立了25支党员突击
队， 集中投入浏阳500千伏输变电
工程、 谷山220千伏输变电工程等
22个关键项目建设中。 目前，“会战
630”安排的188个35千伏及以上电
网项目中，已投产31个，新增变电
容量173.6万千伏安，新增线路91.2
公里。

“随着‘会战630’一批项目完
工投产，长沙电网整体供电能力将
提升至800万千瓦，增长11.1%。 ”国
网长沙供电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电网网架结构进一步完善，将从根
本上解决浏阳及长沙河西地区电
网输送能力受限问题，全市供电紧
张局面将明显改善，供电可靠性全
面增强。

推动农业“民工”
向农业“职工”转变

浏阳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工资集体协商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记者 王文 通讯员 胡吉星）6月11
日8时许，浏阳市农民罗国林骑着摩托车，赶到离家不远的沿
溪镇沙龙村新丰蔬菜专业合作社，开始除草、摘菜、分拣等工
作。 罗国林是合作社“长期用工人员”，每月能拿到稳定的工
资收入。 前不久，沿溪镇蔬菜产业工会联合会代表职工方，与
镇里12家蔬菜产业合作社签订了行业性集体合同、工资集体
协商协议，明确了合作社员工的工资待遇，这也是浏阳市第
一份农民专业合作社工资集体合同。

经合作社方和农民职工代表协商，明确了合作社中临时
用工人员、长期用工人员、固定员工等三大用工人群的劳动
报酬， 其中临时用工每人每天工资80元至100元， 长期用工
（月工作15天以上）最低月工资不低于1300元，固定职工（行
业内技术工种）最低月工资不低于3000元。

“签订集体合同，受益的不仅是员工，还有合作社。 ”新丰
蔬菜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周福初说，发展蔬菜种植，合作社最
头疼的是季节性用工难。

“农忙时节，我们用工超过100人，但很难请到人做事。 ”
周福初说，签订集体合同后，合作社与40余名职工建立了稳
定的劳动关系，用工问题将得到缓解。

浏阳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
工资集体协商，可让合作社员工实现由农业“民工”向农业

“职工”转变，这也标志着该市工资集体协商工作开始由城镇
向农村、由传统经济组织向新经济组织延伸。

零陵消防等部门
联手孤岛救人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邓微

“要不是大家及时救援，我们不知道被洪水冲
到哪去了。 ”6月12日，李某某等3名夜钓者，向记者
回忆起昨晚的一幕，仍心有余悸。

6月11日21时06分， 零陵区消防大队接到永州
市消防支队指挥中心调度：3名夜钓者被困在零陵
辖区湘江上游一处孤岛，请求救援！

零陵区消防大队指战员迅速赶到现场，发现孤岛
面积仅10余平方米，距岸边50多米。 由于连日暴雨，加
之上游水库泄洪，湘江水流湍急，水位不断上涨，极有
可能在短时间内淹没孤岛，必须抓紧时间救人。

消防指战员立即做救援的准备工作，同时请求零
陵区海事、公安等部门支援。 不一会儿，海事船和当地
公安干警从附近调集的两艘小渔船赶到，救援展开。

然而，因为孤岛面积太小，海事船眼看就要靠
近孤岛，一时间找不到停靠点，而两艘小渔船又几
次被洪水冲开。

时间一点一滴过去，洪水已经没过孤岛，3名夜钓
者只好死死抓住岛上的一棵小树，情绪非常紧张。

经过紧急会商，大家决定由体积大的海事船在
上方行驶，小渔船在海事船的下方，平行驶向孤岛，
这样，海事船为小渔船挡住急流，小渔船可以见机
停靠孤岛救人。

10米、8米……在人们焦急地等待中，小渔船终
于停靠在孤岛旁，3名夜钓者被救到岸边。 这时，已
经临近23时。

原来，当晚3人乘皮筏子钓鱼，因皮筏子重心不
稳侧翻，落水的3人情急下奋力游上孤岛呼救，幸好
不久被人发现。

新化县“一张网”为办事“减负”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 （记者 周俊 通讯员 刘跃新 唐嘉睿）

“一切手续网上搞定，只要过来领证就行。 ”6月12日，新化县
温塘镇老吴手捧刚更换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为政府简政改
革由衷赞叹。 新化着力打造政务服务“一张网”，通过“网上报
送、网上审批、网上反馈”，为群众办事“减负”。

机关事业单位法人登记流程复杂，曾让人叫苦不迭。 新
化县委编办通过网上服务， 将过去的纸质表全部电子化，只
需点击鼠标就能填写和报送资料；将现场多部门审核转变为
网上审核，实行审批与证书发放一体化，信息变更审批时间
缩短了60%；将有关资料和信息一律上网，办事人员全程网
上操作，不再需要反复问、来回跑。

近年来，新化县着力打造政务服务“一张网”，让数据跑
路，为办事减负。 通过“互联网+政务服务”，实现各部门信息
的互联互通，将孤立的单个审批，转化为联合网上审批；将复
杂的流程和资料上报，转化为网上填报；将来回反复排队，转
化为“只跑一次”。 不仅转变了干部作风，更为群众办事提供
了“捷径”。

目前，新化网上服务平台已联接87个政务服务部门、31个乡
镇（场区），162个行政村（社区），实现974项服务事项网上办理。

唐曦 聂沛 陆意

5月中旬， 衡阳市蒸湘区呆鹰
岭镇土桥村首届桑葚采摘节热闹
迎客。 30余亩桑葚晶莹剔透，一串
串果实仿佛涨红的小脸，迎着初夏
暖风宣告着丰收的喜悦。

“桑葚产业投入少、见效快 ,且
管护简单， 亩产400至500公斤，收
采后砍掉树枝， 还能套种红薯、大
豆、玉米等。 ”在当天的采摘节启动
仪式上，桑葚基地负责人、脱贫典
型刘占魁为全村52户贫困户来了
一场田埂边的桑葚种植技术培训。

刘占魁，这位曾被生活压弯腰
的七旬老人，通过自己的勤劳付出
与钻研，突破“穷”围奔小康的故
事，也逐渐被大家传颂。

刘占魁年轻时曾是村里的会计，
后因病致残，老伴又体弱多病，儿子
也意外导致眼部残疾，一家人生活困
难，被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人穷志不短。 2013年，在蒸湘
区残联举办的农民技术培训班上，
刘占魁对种蘑菇产生极大兴趣，表
示想“试一试”。

“手头钱不够，我就买1块钱1

根的竹子搭大棚，再捡人家不要的
塑料广告纸做薄膜。 ”刘占魁克服
重重困难开始了创业脱贫之路。

然而， 次年受台风天气影响，
刘占魁的大棚被掀翻，所有蘑菇都
在“雨过天晴” 的烈日下被晒死。
“血本无归还欠了账， 我当时就跪
在地里哭。 ”他说。

为对抗天灾，驻土桥村扶贫队
帮刘占魁申请了扶贫专项资金，添
置钢筋结构的大棚和防雨防晒的
帘布。 重整旗鼓再出发，2015年，刘
占魁的蘑菇终于开出“致富花”，不
仅把前2年的损失补回来， 还赚了
一笔，顺利脱贫。

刘占魁说，每年农历八月至次
年三月是蘑菇销售季节，为保证蘑
菇的新鲜度，他们要当晚把蘑菇摘
下， 在天亮前送去各大农贸市场，
“很多时候卖完蘑菇， 已是凌晨4
时。 ”凭着长年累月的起早贪黑，刘
占魁在衡阳市蘑菇市场占有了一
席之地，被人称为“蘑菇大王”。

蘑菇事业越做越大，刘占魁却
不满足于此，他很快又发现新的商
机。

“5月是衡阳市水果市场淡季，

草莓、枇杷已收，北方来的苹果梨
子还早，我觉得这个‘空窗’就是机
会。 ”2017年夏天，刘占魁敏锐地抓
住水果市场供给短板。

经过查找资料， 与扶贫队商
讨，刘占魁最终将目标锁定在桑葚
上。

“桑葚不仅口味酸甜受市场欢
迎，具有补肾益肾、生津润燥、乌发
明目等功效，而且它耐旱性好，适合
我们这一片的紫色页岩种植。 ”锁定
目标后，刘占魁当年就从河南、四川
引进桑葚种子，试种了3亩。

“上市就脱销，1公斤可以卖近
60元。 ”一年后，桑葚挂果，刘占魁
的桑葚田每亩收益高达万余元。

2018年，刘占魁将桑葚扩种至
30余亩，把小范围的种植打造成连
片采摘基地。

“我成立了一个合作社专门给
乡亲们传授种植经验。 ”刘占魁说，
今年5月采摘季以来，他已请了8名
贫困老乡在基地务工。

“下半年扶贫队计划买桑葚苗
给其他贫困老乡，我就继续给他们
做技术服务，让更多人能够早日脱
贫奔小康。 ”刘占魁说。

资兴31名党员教育讲师
受聘上岗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王跃华
罗琼威）近日，资兴市老干部活动中心的会议室里，李宙
南、唐建、李萍等31名同志从资兴市委组织部负责人手
中接过聘任证书，成为资兴市首批党员教育讲师。

这31位党员教育讲师来源广泛。 他们当中有优
秀党校教师、先进模范人物、专家学者、离退休干
部，也有来自一线的基层党组织书记、实用型技术
人才。 受聘上岗后，他们将承担起该市进一步提高
党课质量，做好党员教育工作的重任。 近年来，该市
相继组织开展市级领导讲党课、基层党组织书记讲
党课、优秀党课评选等活动，将党员教育工作落到
实处，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的组织保障和
人才保障。 但是，由于授课人员理论素养参差不齐，
一些党课的质量有待提升。 特别是一些偏远村、社
区和少数民营企业甚至中小学校，仍然缺乏有一定
理论素养的党课教师，党员们十分期盼有专业的讲
师们为他们讲授高质量的党课。

资兴市委组织部把此次选聘的31名高素质的党
员教育讲师分成3个小组，分别负责北部乡镇（街道）、
东部乡镇和库区乡镇的宣讲工作。 每个党员教育讲师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
为蓝本，结合自己的体会和感悟进行宣讲，每年到农
村、学校、企业讲党课4次以上。 此外，该市还将在年内
继续开展“优秀党员教育讲师”和“精品党课” 评选，为
党员教育工作树立标杆。“很高兴成为资兴市的首批
党员教育讲师。 ”退休老干部李宙南说，他将深入基层
一线，传播党的知识，传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为教育培养一支

“政治合格、执纪合格、品德合格、发挥作用合格”的党
员队伍打基础，作贡献。

泰和集团17年
助学逾2000万元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 （记者 王晴 通讯员 朱开见）

近日，岳阳市第十六中学1601班高二学生李心悦收到
湖南泰和集团助学金2000元。 到记者发稿时止，该企
业今年来对华容县、 君山区14所中小学校727名品学
兼优的贫困学子已发放爱心助学金89.8万元。 今年上
学期包括大学生资助金额超过了150万元。

作为岳阳市本土的知名企业，湖南泰和集团不
忘回馈社会，从2003年开始，成立了专门的关工委，
安排专人、专车、专用办公室、专项资金进行精准扶
贫助学，连续17年累计捐资助学2050万元，资助全
市中小学生、大学生8410人。

岳阳经开区助中小微企业
走“四高之路”

高新企业已达60家， 一季度完成
增加值19.4亿元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 （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黎卓越） 6
月11日， 岳阳经开区2019年“创客中国” 中小微企业创新
创业大赛在岳阳经开区海凌科技园举行。 园区14家企业同
台竞技， 展示创新方面最新成果。 岳阳经开区改革和产业
发展局介绍， 比赛优胜企业将持续获得项目建设、 融资等
政策扶持。 活动旨在打造服务中小微企业创新创业品牌，
为企业搭建转型、 融通和高质量发展的桥梁。

据了解， 近年来， 岳阳经开区致力于创新驱动高质量
发展。 该区通过培育创新创业主体、 完善政策体系、 构建
创新创业平台， 鼓励中小微企业走高新、 高效、 高附加值、
高竞争力之路， 相继出台了支持企业创新创业、 项目建设、
人才工程等方面的扶持政策。 今年来， 该区共筹集7亿余元
专项资金， 从科技创新、 知识产权奖励和保护、 产业发展
等方面开展帮扶； 常态化开展“政银手牵手、 银企面对面、
服务进园区” 活动， 已帮中小微企业融资11.7亿元， 助力其
实现高质量发展。

一系列“政策红利” 激发中小微企业创新活力。 目前，
岳阳经开区高新企业已达60家， 一季度完成高新技术增加
值19.4亿元， 同比增长8.2%， 占GDP比重30.7%， 位列岳阳
市前茅。 该区获评国家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
西塘镇获评全省创新创业带动就业示范乡镇。

株洲规定新建小区
要配建幼儿园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李永亮 邓云恺）今天，株
洲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台规定，新建小区在规划
审批时，要一并审定幼儿园规划设计方案；未按照
规定配建幼儿园的住宅小区建设项目，将不予核实
验收。 此举有望缓解幼儿入园难、入园贵问题。

根据新的规定， 株洲市新建小区要按每千人1
个班的指标配建幼儿园，同步开设大、中、小班，每
班人数控制在30人； 新建小区规模在2000人以内
的，可考虑将幼儿分流至其他幼儿园，不强制单独
建幼儿园。 幼儿园应设置围栏与住宅小区隔离，生
均建筑面积12平方米。 小区竣工验收合格30天内，
开发商要将幼儿园无偿移交给当地政府。

微信监督群搭起干群“连心桥”
常德已建群2268个，实现村(社区)全覆盖

长沙以党建引领加快电网建设

今夏电网供电能力将达800万千瓦

老百姓的故事 突破“穷”围奔小康

� � � � 6月11日，涟源市桥头河蔬菜基地连片的蔬菜绿意盎然。该基地面积达3500余亩，安
置了15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就业，带动了125户建档立卡贫困户通过土地流转增收。同时，
基地每年开展多批种植技能培训，提高贫困户的生产致富能力。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陈淦璋 摄影报道

蔬菜产业
促农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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