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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17日讯 （记者 张尚武 通讯
员 何志高）今天是第25个“世界防治荒漠化和
干旱日”，省林业部门举办系列活动，动员社
会力量参与土地石漠化防治， 传播生态文明
与绿色理念。 记者从在长沙举行的活动现场
获悉，湖南已建成15个国家石漠公园，总数居
全国第一。

荒漠化被称作“地球癌症”。在我国南方喀
斯特地区，荒漠化具体表现为石漠化，与西北
地区的沙漠化相似，都是土地退化、劣化演变
的极端形式。石漠化地区“土瘦、水枯、山穷、林

衰”，治理难度极大。据省林业局统计，湖南现
有石漠化土地1877.1万亩， 分布在83个县市
区，治理任务艰巨。

治理石漠化，植被恢复是关键。几十年来，
湖南实施了大规模石山造林绿化工程，各地采
取开山凿石、客土造林等手段，一代又一代人
为石山绿化付出艰辛汗水，全省在石漠化土地
上完成人工造林逾85万亩，封山育林160万亩。

在活动现场，省林业局副巡视员张凯锋介
绍，近几年，湖南着力推进国家石漠公园建设。
目前，全省共建成安化云台山、邵阳鸡公岩、溆

浦雷峰山等15个国家石漠公园，总面积达33.6
万亩，居全国第一位。

栽树种草，建石漠公园，惠及广大林区
百姓。2016年， 安化云台山建成全国第一个
国家石漠公园。当地林业部门引导农民坚持
茶木共生、生态优先理念，在不破坏原森林
植被的前提下，对原石漠化地区进行地势改
造，建成高标准生态茶园1800亩，形成远山、
云海、绿树、茶园相融合的优美景观，最大限
度地保护了原生态系统，打造“绿、富、美”的
新农村。

湖南日报6月17日讯 （记者 刘勇 通讯员
陈凯军）今天是第25个“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
旱日”，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中国绿化基金
会、湖南省绿化委员会在韶山共同主办以“绿
色义务·红色传承” 为主题的2019年全民义务
植树系列宣传湖南站活动。

40年前，我国设立了植树节。40年来，湖南
累计完成人工造林、迹地更新1.23亿亩，植树
44.82亿株。自1978年底至2018年底，全省森林

覆盖率从38.92%增至59.82%， 活立木蓄积量
从1.89亿立方米增至5.72亿立方米。

在今天的宣传活动现场，湖南全民义务植
树网开通暨“我在主席家乡养棵树”项目上线，
21家企业为该项目进行了捐款；奥运冠军龙清
泉领衔社会各界代表，共同宣读了全民义务植
树尽责承诺书。

今天，省林业局与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湖南环
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分别在长沙、衡阳举行“防治

荒漠化·你我在行动”万人签名活动，呼吁社会各
界特别是青年学子关注、投身防治荒漠化行动。改
革开放以来，湖南的国土绿化取得巨大成果，但全
省现在还有石漠化土地1877.1万亩， 成为打造生
态强省、建设美丽湖南的一个重大难题。

省政府副秘书长黎咸兴表示，我省将通过
大力推广“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网络平台，
不断创新义务植树尽责形式，组织和发动更多
的社会力量参与到义务植树和国土绿化中来。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张璇

6月12日，大雨过后的平江县加义
镇周方村，空气中透露着一丝凉意。

“今天天气不好，冯书记不会来了
吧？” 贫困户钟饶仁和妻子在里屋聊着
天。 湿漉漉的台阶上突然传来脚步声，
来的正是驻村第一书记、扶贫队队长冯
成明。瘦高的身材，黝黑的皮肤，神色姿
态中透露着一股军人的刚毅和正直。

2011年， 在军队服役21年的冯成
明转业到岳阳楼区税务局。去年3月，冯
成明受命来到扶贫一线。 进村第一天，
交通闭塞、资源匮乏、基础设施落后等
现状让冯成明眉头紧锁，他连夜召集驻
村队员和村干部开碰头会。村党支部书
记袁握农说出了村民的“难言之隐”：地
处山区，村民住房分布很散，用电线路
陈旧老化， 一遇刮风下雨等恶劣天气，
村民只能点上煤油灯。

“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随后一个
多月里，冯成明成了市、县电力部门的
常客。10多趟下来，终于将修建电缆的
工作协调成功。今年5月初，全村电网彻
底提质改造，从“用上电”升级到“用好
电”，村民生活生产用电有了保障。

走在周方村的防洪堤上，溪水缓缓
流过，乡村生活宁静而惬意。谁能想到，
这里曾经是杂草丛生、污水横流。每年

春夏汛期洪水肆虐，全村四分之一的农
田被淹没。

去年7月， 洪水把村里的道路淹没
了。 冯成明带着来自岳阳市水文局的
90后驻村队员周文， 下到18个村民小
组实地勘测了解，收集村民建议，短时
间内就集成了一本厚厚的调查报告。冯
成明将报告带回市里，汇报工作时言辞
恳切。经多方协调筹措，由市县两级税
务部门共同出资、市水文局协作，确定
修建防洪堤。

回村后，冯成明把全村党员召集到
一起， 他希望党员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积极发动村民参与到防洪堤的修建工
作中。 周方村男女老少齐动员，250多
位村民投工投劳，七旬老人李早林发挥
余热， 每天在家做好一桌丰盛饭菜，招
待一线的修堤队员。 奋战7个月，1800
米的防洪堤修建完成。

防洪堤建好了， 村民李德胜家的3
亩地终于有了希望，今年他种了一季稻
谷和一季油菜，预计将增收6000多元。

“决不让一个贫困群众掉队，是我
这个扶贫队长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驻
村扶贫的1年零2个月时间里，冯成明没
有休过一天公休假， 坚守在扶贫一线。
去年，他先后被评为“岳阳市优秀驻村
帮扶工作队员”“岳阳楼区优秀共产党
员”。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唐志卓 刘勋惠

安仁县金紫仙镇豪山村属省级贫
困村， 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136户549
人，如何让贫困人口快速脱贫，是驻村
扶贫工作队和村支两委考虑的头等大
事。 通过市场调研和征求村民意见，村
里瞄准生猪养殖，先后办起2个养猪场，
年出栏生猪由4000头增加到8000头，
再增加到上万头，生猪养殖为村民“拱”
出了一条脱贫路。

近日，记者在群山环抱的豪山村皂
鸡垅养猪场里，看到贫困户段彩香正在
猪舍里忙碌，她正在给几百头生猪清洗
猪舍。“再有个把月，这批生猪就可以出
栏了。”段彩香开心地说，她通过金融扶
贫贷款投入到该养殖场， 每年分红
5000元， 再加上每个月2500元的务工
收入，家里早两年就脱了贫。

皂鸡垅养猪场占地30多亩， 建有
大型猪舍4个，污水处理设施及饲料仓
库等一应俱全， 今年计划生猪出栏
6000头。“2015年底， 郴州市委驻豪山
村扶贫工作队动员我办养猪场时，心里
有点‘打鼓’。”皂鸡垅养猪场主要创办
人陈革清说，工作队为解决他的后顾之
忧，多方为他筹资办猪舍，并帮他打开
生猪销路。

“工作队联系了唐人神公司，与

养殖场签了订单式供销协议， 猪苗、
饲料等全部由唐人神公司提供，并提
供技术指导、回购生猪。”陈革清算了
一笔账，扣掉各项费用，一头猪养殖
场可赚150元左右。 去年净赚60多万
元。

皂鸡垅养猪场先后投资500多万
元， 驻村工作队为其争取资金70多万
元，作为回馈，养殖场每年分红5万至6
万元给村委会，破解了村集体经济“零”
的状态。同时，采取委托帮扶的形式，连
接53户贫困户，养殖场每年给贫困户的
金融扶贫贷款投资， 给予每户5000元
的分红。

贫困户张星星和爱人今年都70岁
了，两人基本上没有劳动能力。通过结
对皂鸡垅养猪场的分红，加上扶贫兜底
政策的保障，也顺利实现了脱贫。

“皂鸡垅养猪场联结贫困户的模式
成功后， 我们又动员村里的能人出资
80余万元，工作队争资87万元，创办了
第二个养猪场：灿泥垅养猪场。”郴州市
委驻豪山村扶贫工作队队长刘立波告
诉记者，“灿泥垅养猪场去年出栏生猪
2000多头，今年将翻一个番。”

在灿泥垅养猪场采访时，创办人段
恩光说：“与唐人神公司合作的订单式
养殖， 解决了我们养殖户的后顾之忧，
养殖规模会不断壮大，将带动更多的贫
困群众增收。”

湖南日报6月17日讯 （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龚文君 汪进）今天上午，临澧县
举行今年二季度重点项目集中开工仪式，
12个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24.7亿元。

这次开工的项目中， 有投资3亿元
的三一筑工装配式建筑产业化项目、投
资3亿元的石灰石综合利用开发新材料
二期项目、 投资3亿元的年产500万千
瓦石墨烯电池生产线项目等。 据了解，
三一筑工装配式建筑产业化项目分2期
建设，一期拟于今年10月投产，年可产

装配式混凝土构件7万立方米， 年产值
1.5亿元。

近年来，临澧县大力推进“开放强县、
产业立县”战略，实施招商引资“一号工
程”，持续推进产业项目建设年活动，一大
批好项目、大项目相继落户生根、开花结
果。为确保项目尽早落地、投产，该县不断
优化营商环境，解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困
难和问题， 紧密配合项目建设单位抢工
期、抢进度，全力打造精品工程、样板工
程，力争早见效益。

� � � � 湖南日报6月17日讯 （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陈晓菁 李敏）“要以更强担当改
善民生福祉，办好民生实事，让人民群众
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日前，长
沙市天心区委主要负责人深入街道调研
民生工作推进情况时强调。今年，天心区
将进一步加大力度实施“民生造福”战略，
继续推进社会保障托底、食品安全、平安
畅通、学校建设、人居环境、基础配套、美
丽乡村、 生态环保、 文体健康9大民生工
程，铺排重点民生项目137个。

据了解，天心区从2017年起开始实
施“民生造福”战略，一直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民生工作。尤其是
2018年，“民生造福” 战略向纵深推进，

成果丰硕，新改扩建学校11所，新增学
位9000多个； 全面完成25个社区提质
提档；构建15分钟生活圈27个；新建居
家养老服务中心4家， 建立39个医疗联
合体等。

今年，是天心区实施产业项目建设
年，也是“民生造福”战略的第3年，不仅
将新增2个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和600张
养老床位，还将打造4所社区老年大学，
提质改造小餐饮“透明厨房”600家，提
质改造农贸市场8家； 还将实施棚改配
套改造工程3个， 城市有机更新项目9
个；着力将暮云新村创建成市级乡村振
兴示范村，优化农村水利设施，提质改
造乡村公路等。

湖南日报6月17日讯（记者 张福芳 通讯
员 董劲 ）近日，长沙市天心区29所学校与
通道侗族自治县31所学校正式结为结对帮
扶“手拉手”学校，并成立教育教学发展联
盟，搭建教师互帮互学平台。同时，湖南兴
威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捐款200万元，用
于通道学校建设； 长沙锄禾展示展览有限

公司向通道第三完全小学捐赠了4万元文
体器材。

天心区自去年与通道结为对口帮扶友好
区县后， 先后选派43名年富力强的优秀骨干
教师赴通道支教送教， 接受了47名通道学校
管理人员和教师前来跟岗学习和交流。 协助
通道加快实施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提质改

造，红卫小学、仰天湖小学与通道部分学校建
立了“网络联校”，有效提高了通道教育信息
化建设水平。

天心区还重点在产业发展、就业培训、民
生工程、人才培养、社会扶贫、乡镇（街道）结
对帮扶6大工程上精准发力。目前，已在通道
建成400亩辣椒产业基地，50亩蓝莓基地和
600亩迷迭香基地；与通道11个乡镇卫生院签
订了健康扶贫帮扶协议； 为通道符合条件的
贫困户免费提供电工、母婴保健等专业培训。
去年， 天心区共拨付给通道扶贫资金1547万
元，助力通道打赢脱贫攻坚战。

湖南日报记者 蒋睿 通讯员 付鼎臣 陈娟

“今年油菜长势好！亩产达300来斤，真心
谢谢你的帮助！”6月15日，湘潭市雨湖区鹤岭
镇双丰村原建档立卡贫困户陈德华给科技特
派员赵启强“报喜”。

“尽管天气不好，多雨寡照，但油菜长得
还不错，收成应该不错。”赵启强拎着一把油
菜也乐开了花。

“两年前，赵启强提出通过合作种植蔬菜
助我脱贫。”陈德华说，自己一无本金，二没技
术，三愁销路，并且自己还是个残疾人，脱贫
致富连想都不敢想。

陈德华当时并没有多少信心， 赵启强拍
着他的肩膀说：“你可以与蔬菜合作社合作种

植，不仅可在自家种植，还能解决本金和销路
问题，品种选择、病虫害防治、施肥技巧等都
会全程进行技术指导。你放心去干吧。”头一
年赵启强还手把手教， 现在陈德华完全可以
自己种了，收成也越来越好。

1989年，赵启强从湘潭农校毕业后，便一
头扎进农村，从事农技推广服务至今已30年。
目前，他是驻点在雨湖区鹤岭镇农推中心、仙
女蔬菜合作社的科技特派员。

服务基层多年， 赵启强感触最深的是很
多贫困户想通过自己辛勤劳动创业致富，却
因缺本钱、缺技术、缺销路而打起了退堂鼓。

为了鼓励和帮扶这些贫困户， 赵启强每年
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奔走在田间地头。

“果树不开花不挂果是怎么回事”“我家橘

子味道酸，是品质没选好还是其他问题”……面
对农民朋友层出不穷的问题，赵启强耐心解答，
查病根、开“药方”。在雨湖区农业部门的支持
下， 他还成立了仙女农民田间培训学校， 开展
“残疾人农村实用技术培训”“精准扶贫培训”
“农村实用新技术培训”等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工
作，两年培训人员达1200余人次。

此外， 赵启强还认真研究农业产业结构
调整相关政策，积极指导农民成立合作社，通
过土地流转，引导农业规模化经营，以壮大农
业产业，带动乡亲们脱贫致富。

在他所驻点指导的合作社除了进行蔬菜
种植，还开展养殖和加工，通过合作社直接安
排就业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就有13人。

“有了合作社，不用愁销路，我们还会提
供技术指导。” 赵启强说，农村贫困户凭借自
己的劳动，脱贫没问题，干得好的，今后还能
发家致富！

精准扶贫在三湘

“决不让一个贫困群众掉队”
———平江县周方村驻村第一书记冯成明的扶贫故事

万头生猪“拱”出脱贫路

临澧12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总投资24.7亿元

天心区持续推进9大民生工程
今年铺排重点民生项目137个

扶贫路上“手拉手”
天心区结对帮扶通道31所学校

乐做农技扶贫人

户帮户亲帮亲

互助脱贫奔小康

莲蓬壳的“烯”有妙用
———2019年湖南“双创周”现场见闻

唐曦 聂沛

废弃的莲蓬壳可以用来做什么？6月17日，
记者在2019年湖南“双创周”现场看到，一大群
观众围在湖南长明高科实业有限公司展台的6
个玻璃罐前，讨论着莲蓬壳的“妙用”。

“我们夏天吃剩的莲蓬壳都丢了，没想到它
还可以导电发热，真是神奇!”市民李女士惊奇道。

“1吨莲蓬壳就能提取20公斤类石墨烯。”湖
南长明高科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伍啸介绍，将莲
蓬壳打磨成粉，能从中提炼出生物质类石墨烯。

据介绍，作为目前世界上已发现的最薄最

轻最强的新型纳米材料，石墨烯具有极佳的导
电、导热功效，可制作成新型高效电池和导电
浆料，已被广泛应用于电子信息、资源能源等
80多个领域，享有“新材料之王”的美誉。

“在传统印象里，石墨烯主要来源于石墨
矿物质，产量有限。而我们从莲蓬壳中提取的
生物质类石墨烯， 不仅可以实现批量生产，还
具备生产工艺环保、 成本更低等优势。” 伍啸
说，今年4月，他们依托这种生物质类石墨烯，
开发出一种新型产品———石墨烯导电油浆，并
做成石墨烯电热膜，投向建筑供暖领域。

“石墨烯电热膜取暖安全吗?”

“电热膜拥有温度自控特性，即使温控器
失灵， 电热膜本身也不会出现温度过高现象。
同时，石墨烯电热膜外部采用的航空级PET材
料(涤纶树脂)是极佳的绝缘材料，安全性强，使
用寿命可达20年。” 一旁的公司研发工程师刘
佳兴作了专业解释。

不仅安全，而且划算。刘佳兴现场为大家
算了一笔“取暖”账：南方冬天多为燃气暖气
片、中央空调等以户为单位的家庭供暖，平均
每户每月取暖费需约2000元， 而用石墨烯电
热膜，则可节省30%至40%的费用。

“我家正好装新房，就用这个了。”观展的
王先生向刘佳兴讨要石墨烯电热膜销售电话。

据介绍，下一阶段，长明高科还将进一步
挖掘生物质类石墨烯的妙用，目前一款应用于
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领域的生物质类石墨烯
电池，预计今年6月底便可小批量投产。

湖南建成15个国家石漠公园
总数居全国第一

湖南开展全民义务植树系列宣传
用“互联网+”创新义务植树尽责形式

走访“面对面”
监督“零距离”

隆回县纪委监委加强扶贫
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
组织工作组深入村寨院落、田间
地头，倾听干部群众呼声，广泛
摸排问题线索。 图为6月17日，
该县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在北山
镇清江村向群众了解扶贫政策
落实情况。

王昆 刘仕栋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