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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见习记者 张璇

立足一线岗位，他是工作上的“拼命
三郎”；善解基层矛盾，他有着敢于担当、
勇于作为的党员本色； 心系百姓冷暖，他
最后留下对家人的愧疚和遗憾……

他叫张其兵，生前系平江县梅仙镇一
名普通干部。6月2日22时许， 张其兵准备
赶到镇上参加整治砂石偷采行动时，突发
脑溢血晕倒。经抢救无效，于次日21时30
分辞世，年仅51岁。

8月2日，记者重访张其兵生前最后工
作的村镇，仍然可以感受到他留下的足迹
与感动。翻开同事为张其兵制作的电子相
册，看到他奔走忙碌的身影，梅仙镇党委
书记曾要军哽咽道：“张其兵经常检查各
村整治工作， 却忘了检查自己的健康。他
的一生，是勤勉敬业、无私奉献的一生。”

“他第一次失约了”
张其兵先后在长寿采育场、瓮江林业

站工作， 在梅仙镇历任林业站副站长、站
长和协管干部，是一位平凡的基层干部。

“姜源黄柏山有洗台洗砂，要组织干
部拆除洗台；东皋火石片要继续做好群众
疏导工作， 不能让群众心里有疙瘩……”
张其兵的工作日志上，清晰浮现出他最后
的时光印迹。

张其兵身患高血压病多年，由于工作
操劳导致病情加重， 医生建议他住院治
疗。5月18日，他开始休假。督查山砂整治，

协调修路事宜，指导化粪池整改……年休
假中，他有12天在弃假工作。

6月1日，张其兵背着医生跑到雁影村
安置点，指导下水道化粪池整改。雁影村
主任张泛松没有想到，2日晚上，张其兵还
来电相约次日一起去窍坡里处理迁坟纠
纷。“他第一次失约了。”张泛松含着泪说。

“想起他，我就眼泪不得干。”62岁的
尖山村村民湛寒湘老泪纵横，“他在我们
村联点8年，一年有300天在村里。他吃了
很多亏，却没享一天福就走了。”

遗体告别仪式上，300多位村民自发
来送他最后一程。7月1日， 平江县追授张
其兵“实干担当 建功一线”优秀干部荣誉
称号。

“等我来，交给我”
“他是一个善于做群众工作、解决基

层疑难杂症的干部，因为他总能把话说到
群众心里去。”与张其兵共事3年的梅仙镇
镇长丁创模说， 他工作时说的最多的是

“等我来，交给我”。
梅仙镇是长石产区，整治工作纷繁复

杂。“有一天深夜，张其兵打来电话，说有
村民投诉我们。”前几年，某长石加工企业
老板徐沅清与张其兵“不打不相识”。次日
清早，张其兵就跑到他家，耐心讲解政策，

“和我讲了一上午，饭都没吃就走了。这样
的好干部不多。”

在张其兵“关停并转、强强联合”策略
下，采石企业不仅取得了更好效益，也让

生态受到保护。张其兵待人真诚，公道正
派， 某矿业老板在朋友圈写道：“10年！我
们从互不买账，到惺惺相惜，你的离去让
我痛心！”

当地水土流失严重， 土地大多荒芜。
张其兵看着急，带头承包几亩地，种水稻、
油菜，获得较好收成。村民纷纷效仿，昔日
荒地变成了丰收良田。

“稻田村村民易保德不肯退养生猪，
村民易训模不愿拆掉危险房。”5月23日，
镇畜牧站长何天一求助正在休假的张其
兵，“他一去就把工作做通了。他与村民打
交道时总能找到共同话题， 聊得很亲热，
很多问题就在聊天中解决了。”

青年干部唐某安刚参加工作时上班
不太专心， 单位领导和父母都有些头痛。
“我来带！”2009年， 张其兵主动要求把唐
某安带在身边，二人从此以师徒相称。

“师傅上班下班都带着我，工作上言
传身教，生活上体贴关心。”唐某安说。今
年4月， 他获评全镇30佳干部的第一名。
“好好干，带好头，多为群众干实事、办好
事。”师傅的叮嘱言犹在耳……

“再也等不到他了”
在尖山村党支部书记邹新耀眼里，张

其兵以村为家， 守护一方百姓， 不计回
报，真心付出。

村民王振荣患有皮肤病，双脚溃烂，
却无钱医治。 张其兵知道后请来医生诊
病。“你治病的钱，我出！”他当即掏钱付

了全部医药费。
“我几次生病，都是老张开车送去医

院。镇里去了3次，县医院去过2次，每次他
都把伙食费付完再走。”说话间，村民胡事
年眼泪夺眶而出。

“100元、200元……不胜枚举，有时
张其兵还直接买衣物送给他们。” 雁影村
妇女主任李启新说，“村民找他借钱，他从
不拒绝。家庭特别困难的，他都说不要还
了。”

张其兵对他人大方， 对自己却很抠。
妻子来到他工作的单位收拾遗物，看见一
件十分老旧的衬衫，“这是我10多年前给
他买的，至今他都穿着。他总是说只要有
穿能穿就行。”

一顶草帽、一双雨靴、一双黄跑鞋、一
支手电筒、一个印着“为人民服务”的帆布
背包， 是张其兵在工作上冲锋陷阵的装
备。与之换来的，是张其兵多次获评优秀
共产党员、文明标兵、先进工作者和记功
嘉奖。

“爸爸去世前，我们商量着去云南旅
游，却再也等不到他了。”张其兵的儿子张
寓理说。因为长期忙工作，张其兵觉得对
妻儿有愧，想借着休假补偿他们，这却成
为永远的遗憾…… 常德第二届

创新创业大赛举行
湖南日报8月5日讯(见习记者 李杰 通讯员 罗

勇)8月5日， 常德市第二届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在常
德经开区举行。经现场角逐，湖南瑞华智慧健康科技
有限公司、 湖南引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分获初创企
业组、成长企业组一等奖，各获得奖金10万元；轻装
启航-高强度轻量化泡沫金属材料项目获得团队组
一等奖，获奖金3万元。

这次大赛历时3个多月， 共有116个企业和团队
（项目）参赛。比赛分初创企业、成长企业、团队3个组
进行，经过赛前培训、网评晋级、尽职调查、现场答
辩、专家评审等环节，有8个初创企业组项目、10个成
长企业组项目、10个团队组项目进入总决赛。大赛最
后决出20个获奖项目，分享共计67万元奖金。

努力破解“三点半”难题

长沙中小学校
将提供课后服务
湖南日报8月5日讯（欧阳倩 金慧）学生下午放

学了，家长却还没下班，孩子接送问题成了困扰很多
家长的“三点半”难题。为破解这一难题，今天，长沙
市发改委、市教育局共同发出《关于中小学生校内课
后服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该市公办小学和
初中学校可提供课后服务，学生和家长自愿参加。该
服务从今年秋季开学起试行两学期， 非全日制寄宿
生生活服务费同步取消。

此前，省发改委、省教育厅下发了《关于中小学
生校内课后服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 长沙市这次
所发通知明确，该市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校内课后
服务时间安排在周一至周五放学后，内容主要包括开
展体育、艺术、科普、娱乐游戏、拓展训练及社团与兴
趣小组活动等。按照公益性非营利原则，有条件的地
区应加大财政投入， 为学生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不
具备条件的地区可根据校内课后服务性质，采取财政
补贴、学校支持、适当收取费用等方式筹措经费，同时
根据长沙实际实行最高限价管理，收费标准最高不超
过每生每期1000元，各校具体收费标准由同级教育行
政部门在审核课后服务工作方案时一并明确。

通知要求对建档立卡困难家庭子女实行免费，
并优先保障残疾儿童、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随迁
子女、单亲家庭子女、双职工子女课后服务需求。

芙蓉区87件事项
实现“一件事一次办”

湖南日报8月5日讯（邢骁 邓正可）创业者龙桂
生想开一家旧书店，7月29日下午， 他前往长沙市芙
蓉区政务服务中心的“一件事一次办”体验窗口递交
材料，2小时后， 相关工作人员便将营业执照和出版
物经营许可证递给了他。

“现在办证真是快！”龙桂生感到很意外，“以前
开书店要来回跑好几次， 营业执照办好了才能办许
可证，等到证照齐全至少要半个月。如今只进一个窗
口，交一次资料，证照全到手。”龙桂生说。

群众办事省时省力的转变， 得益于政务服务方
式的改变。今年4月，我省启动“一件事一次办”改革，
公布了首批100项目录清单， 凡是进入清单的事项，
都可以实现“一次办好”。

芙蓉区行政审批服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一件
事”是指企业和群众需办理的一个“事项”，既可以是
单独的“一件事情”，也可以是到多个部门办理的“一
揽子事”。“一次办”是指一次告知、一次表单、一次联
办、一次办好，线上“一次登录、一网通办”，线下“只
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逐步实现从每个部门“最多
跑一次”向一件事“最多跑一次”转变。

“目前，‘我要开商场’‘我要生三孩’‘我要办理
教师资格证’等87件事，都可在芙蓉区政务服务中心
实现‘一件事一次办’。”芙蓉区行政审批服务局有关
负责人说。

搭上“互联网+”快车
现场签下大订单

洪江市举行黔阳黄桃节
湖南日报8月5日讯（记者 雷鸿涛 通讯员 刘辉

霞 李林）8月2日，洪江市2019年黔阳黄桃节正式启
动。此次黄桃节以“黔阳黄桃 甜甜的山果”为主题，
吸引了来自上海、广州、兰州、长沙等地的20余家客
商前来洽谈合作。

黔阳黄桃节包括开幕式、现场签约仪式、最美黄桃
擂台赛及“桃王”公益拍卖、黄桃美食汇、农产品消费扶
贫及贫困助学、现场品鉴美食、“投桃报你”吃桃大赛等
丰富多彩的活动。现场签约仪式上，上海市果品行业协
会、湖南果之友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湖南有客瑶来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民生德一集团与洪江市签下5000
万元黄桃订单。据悉，节会将持续至8月20日。

黔阳黄桃具有高丰产、品质优、果型大、外观美、
商品性好等优点， 2017年获得湖南省桃类良种种性
评比大赛第一名。在“桃经济”的推动下，洪江市积极
探索“党支部+电商+黄桃合作社+贫困户”的现代经
营模式，大力拓展京东、淘农村等线上电商销路，让
黔阳黄桃搭上“互联网+”快车。目前,黔阳黄桃在洪江
市20个乡镇均有栽培，种植面积达1.2万亩，年产量增
至8400余吨，总产值1.4亿元，成为当地脱贫致富的

“黄金果”。

万里茶道工作会议在石门县举行
《万里茶道全图》

将重新修订
湖南日报8月5日讯(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蔡

政)8月4日， 万里茶道工作会议在石门县举行，与
会专家学者就《万里茶道全图》提出了修订意见和
建议，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做准备。

本次活动由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办， 湖南中华
文化促进会协办，石门县政府承办。“万里茶道”是
一条起始于17世纪，纵穿我国南北，经蒙古、俄罗
斯向西欧延伸，因茶叶而形成的多起点、多终点、
呈网状分布的商贸与人文交流通道。2015年，《万
里茶道全图》在湖北赤壁发布，首次全面展现“万
里茶道”线路。全图标明了中蒙俄3国80多个重要
节点城市，其中我国有62个，湖南有长沙市、益阳
市、岳阳市、临湘市、安化县5个市县纳入。

今年3月，国家文物局将“万里茶道”列入《中
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此次会议对《万里茶
道全图》修订进行了充分的研讨。与会人员一致认
为，修订工作应该从大的时空角度进行完善，把遗
漏的重要节点城市补充纳入， 推动万里茶道沿线
城市之间协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

与会专家认为，湖南产茶历史悠久，是万里茶
道的重要组成省份之一， 除现有纳入的市县外，石
门县也是万里茶道主要茶源地和重要节点，对万里
茶道整体价值有显著的支撑作用。 据了解， 早在
1700多年前，石门县就有产茶记载。唐宋明清时期，
石门茶叶被列为贡品。到清末民初，石门产的“宜
红茶”远销俄罗斯等国。石门县万里茶道遗产丰富，
在现壶瓶山官茶园和南北镇金河村保留有上万亩
古茶园和300至500年的古茶树。夹山寺被誉为中国
茶禅祖庭，“茶禅文化”流传海外，影响深远。

教人如何不想他
———追记平江县优秀基层干部张其兵

光伏扶贫 村民受益
8月2日，泸溪县武溪镇红岩村，建在山坡上的光伏发电站。去年10月以来，该县实施“光伏扶贫”项目，在红岩村建成3座、总装

机容量达960KW的光伏发电站，使附近7个贫困村的1090户村民受益。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通讯员 姚俊锋 摄影报道

《五岳图》特种邮票
在南岳首发

湖南日报8月5日讯（见习记者 唐曦 聂沛 通
讯员 文兰）近日，“2019集邮周”启动仪式暨《五岳
图》特种邮票首发式，在衡阳市南岳区举行。这是
继1990年中国邮政发行《衡山》 特种邮票后,“南
岳”题材再登国家“名片”。

据介绍，《五岳图》特种邮票1套5枚，小全张1
枚。邮票图案以明代宋旭所作的《五岳图》为蓝本，
分别为泰山“日观晴曦”、华山“太华清秋”、衡山

“融峰雨色”、恒山“恒塞积雪”和嵩山“二室争奇”。
该套邮票颜色古朴厚重，设计简洁大气，风格清新
雅致， 将实景山水、 传统技法与文人情怀完美融
合，凸显了五岳山川雄伟壮阔的磅礴气势。

据了解，《五岳图》特种邮票的发行，不仅是对
五岳风光和人文景观的艺术再现， 更是对五岳文
化和生态文明的生动诠释， 对宣传和推广南岳旅
游文化品牌，促进旅游经济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
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荨荨（紧接1版②）去年，该市商务部门
与担保公司、 银行共同推出“三单融
资”， 即出口无资产抵押担保融资、出
口退税账户质押融资、 出口信保保单
融资， 当年为多家外贸企业融资3180
万元。并组织外贸企业，参加首届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日本食品饮料展、香
港环球资源展等节会。

在有关部门扶持指导下， 益阳所
产小龙虾“跳”上了阿联酋和俄罗斯人
的餐桌，“南洲稻虾米” 走进了香港市
场， 大通湖水产进入新加坡和澳门特

区。益阳企业还大步“走出去”，金灿农
业计划5年内在乌干达建设现代化沼
气池5.5万套， 中旺木业投资埃塞俄比
亚板材项目， 健非渔业投资肯尼亚养
殖项目。去年以来，益阳市外贸“破零”
企业达91家。

荨荨（紧接1版①）而湘潭市城镇居民年
人均可支配收入是36866元， 位居全
省第3位，房价与收入比在合理区间，
居民攒钱付首付压力较小。

置业容易， 兴业也不难。2017年，
湘潭被列入国家转型升级示范区，在
老工业基地成功转型的同时， 吸纳了
30万产业技术工人就业。近年来，湘潭
先后获批为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城市、
全国知识产权工作示范城市、 全国创
业先进城市、国家级“双创”示范基地、
全国首批大学生创业孵化示范基地，
湘潭凭此新增市场主体4.7万户， 创业
带动就业12万人。国家战略支撑，使湘
潭成为了政策高地和创业福地。

今年上半年，湘潭新增就业3.41万
人，城镇失业率控制在3.5%以内。

宜人，从品质城市到
“诗和远方”

打造宜居城市，社区是基础。在湘
潭市重点打造的高品质社区———雨湖
区广场街道和平社区， 社区党支部书
记张利辉近来忙着宣传干湿垃圾分
类， 她说这是创建高品质社区的基本
要求。今年，湘潭市要在全省率先打造
6个高品质社区示范点、1个省级高品
质试验区（雨湖区）和1个市级示范区
（岳塘区）。

走进社区公园和城市公园， 里面

小桥流水、绿草茵茵，美不胜收。近些
年，湘潭新建社区公园36个，并建成木
鱼湖公园、 九华德文化公园等大型城
市公园， 公园镶嵌在城市中，“国家森
林城市”实至名归。

除了建设高品质的社区与公园，
湘潭城市大动脉———芙蓉大道、 潭州
大道快速化改造项目也已开工， 两条
大道设计时速80公里， 建成后将把湘
潭与长沙的通勤时间缩短至23分钟。
两地市民早晨在此城“嗦粉”、上午到
彼城上班的梦想将在2020年变成现
实。“交通圈”正在激活湘潭“朋友圈”
和“经济圈”。

在湘潭一江两岸， 鸟瞰东边万楼
景区、西边窑湾历史文化街区，从湘江
岸边到湘潭老城， 历史人文景点星罗
密布，城区旅游“短板”补齐了，宜居更
宜游。

宜居湘潭， 四时美景可以随意在
城乡之间切换。盛夏，岳塘区盘龙特色
小镇荷花园里百荷正艳，游人如织。盘
龙特色小镇、湘潭县花石湘莲小镇、湘
乡市水府水乡小镇等10个特色小镇正
成为当地全域旅游“新引擎”。湘潭县
的梅林桥、天马、碧泉潭，湘乡市的东
郊、泉塘、白田，韶山市的银田等10个
现代农业示范园呼之欲出。 美景近在
咫尺， 美丽乡村成了城市的“诗和远
方”。

宜养，从“世外桃源”到
“幸福家园”

盛夏时节， 湘潭昭山示范区湖南
健康产业园医学医疗创新中心项目建
设现场，3栋主楼已全部封顶。不远处，

“养生谷”项目一期已建成，正在进行
室内装修，颐养、长乐、康益、亲子4大
园即将开园，可提供867项养生服务。

湖南健康产业园投资有限公司总
经理唐澍铠说：“昭山示范区离长株潭
都只要20分钟左右车程， 康养产业辐
射总人口约1600万人， 接近深圳市或
上海市的总人口，加上昭山环境好，空
气负氧离子含量高，是宜居、宜养的好
地方。”产业助推，“绿心”昭山正成为
宜居宜养的“世外桃源”。

“全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市”
韶山市，正在打造宜居宜游宜养的“幸
福家园”。 韶山市民政局局长阙奇涵
说：“一年来， 我们探索出了‘4+6’模
式，‘4’指农村邻里养老互助点、村（社
区）居家养老服务联合体、乡镇敬老院
和市（福利）养老中心组成的‘倒金字
塔式’养老服务架构，‘6’指机构养老、
智慧养老、居家养老、医养结合、互助
养老、旅居养老为主的‘串珠式’养老
服务模式。”

据了解， 湘潭还是全国养老服务
业综合改革试点城市、 全国“医养结
合”试点单位、全国居家和社区养老服
务改革试点地区，大美宜居湘潭的“幸
福指数”在不断攀升。

大美宜居看湘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