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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陈薇

新田县大坪塘镇大冲村是新田县有名的
穷山村。从2018年起，湖南省广播电视局开展
定点帮扶，派出驻村帮扶工作队，从解决村民
最迫切的困难入手， 帮助昔日的穷山旮旯敲
开了“幸福门”。

最近，村民刘知荣家中的喜事不断，全家
不仅搬进了新房， 还装上了自来水。 刘知荣
拧开水龙头，自来水“哗哗”地流出来。她高
兴地说：“现在好了。要热的有热的，要冷的
有冷的。”

大冲村原本是一个干旱死角。以前，村民
要到一口小井去挑水，来回距离很远，村民们
苦不堪言。2018年，省广电局帮扶工作队进驻
大冲村，把解决用水难作为头等大事来抓。

大冲村地处永州、郴州交界，自然条件恶
劣，交通落后，是全镇唯一没有通环村公路的
村。令人欣喜的是，省广电局定点对口帮扶一
年多来，大冲村加宽了水泥道路，装上了太阳
能路灯， 建好了便民服务中心和村民文化休
闲广场。 在村里投资50余万元开展的绿化工

程建设，让村道两旁、闲置宅基地、村中的空
地等地都实现了植树绿化， 村容村貌大为改
观，变得干净而整洁。

“我们的第一步是攻难点，解决村民急需
解决的出行饮水问题； 第二步是加大基础建
设投入，为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第三步推进
产业发展，让我们村民的腰包鼓起来。”据省
广电局驻大冲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张云利介
绍，驻村工作队自帮扶以来，抓好各项帮扶工
作落实，严格对标对表，确保脱贫成果真实
有效。在工作队的引导带动下，当地村民发
展香菇种植、泥鳅养殖等产业，村民脱贫致
富有了“源头活水”。2018年底，大冲村实现
了脱贫摘帽。

为巩固产业发展，提升脱贫质量，驻村帮
扶工作队与村支两委进行研究筹划， 决定结
合新田县脱贫攻坚产业整体规划， 充分发挥
龙头企业带动作用， 依托湖南远鸿现代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巩固发展香菇种植产业，重新
规划泥鳅养殖产业， 拟计划发展种植百香果
60余亩。

为抓好食用菌产业， 当地已成立农民专

业种植合作社，实行“公司+基地+农户”的产
业运营机制， 依托湖南远鸿现代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已建成7个香菇种植大棚，3月底已开
始进行放棒生产。5月上旬， 香菇大棚相继出
菇，目前已为贫困户发放劳务工资10万余元。
8月9日第二批食用菌已开始放棒生产。

大冲村配套完善了“农家书屋”，建好“芒
果视听文化站”和“农村固定电影放映点”，每
周六晚定期为群众免费播放电影， 定期增加
片源，丰富村民业余文化生活。村民蒋剑霞笑
着说：“以前村里的小孩子除了玩泥巴， 就是
在哪个路边蹲着，没有什么好玩的。现在，这
些小孩子，有了娱乐设施，好玩多了。”

省广播电视局驻村帮扶工作队还在村
里成立了“帮扶公益金”。对全村品学兼优的
中小学生、大中专生开展助学活动，帮助顺
利完成学业、成人成才；对全村大病患者进
行临时救助，解决生活上的暂时困难；重阳
节、春节对全村80岁以上的老人进行节日慰
问；开展“尊老爱幼文明家庭”“好媳妇好公
婆”“环境卫生文明户”评比活动，培育文明
风尚。

� � � � 湖南日报8月29日讯（记者 黄利飞 通讯
员 刘泉子） 今天是第16个全国测绘法宣传
日， 我省将从今天起至9月5日国家版图意识
宣传周内， 开展“国家版图知识进社区进校
园”“开学第一讲”“疑似问题地图大家找”系
列活动。

近年来，我省严格落实《地图管理条例》，
扎实推进湖南省地图数据库建设， 为全省地
图快速编制提供了技术保障； 编制完成了全
省新的省市县三级行政区划地图、 经济社会
发展总体规划等地图；围绕省委、省政府重大

决策部署和重大项目开展，编制了各类地图；
编制完成了省市县三级地理国情地图集。地
图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实效增强。

我省还充分利用互联网地理信息安全监
管系统平台，将全省政府门户网站、各类大型
新闻媒体网站以及商业网站等834家网站，纳
入互联网地图监控的范围，2018年共发现问
题地图108张。

去年我省共查处13起涉及国境线的“问
题地图”案件；今年已办理地图审核262宗，目
前还未发现违法违规“问题地图”。

� � � � 湖南日报8月29日讯 （记者 周月桂
实习生 张移珍）第八届湖南省电子商务大
会今天在长沙启幕， 来自阿里巴巴、 拼多
多、eBay、有赞、亿邦动力、惠农网等电商
“大佬”，以“数字驱动 开放崛起”为主题，
挖掘数字经济新增长点，聚焦跨境电商、乡
村振兴、电商扶贫、社交新零售等电商融合
创新方向， 共绘湖南数字经济发展的美好
蓝图。

近年来， 湖南电子商务呈现出追赶式
跨越发展的良好态势。2018年， 全省电子
商务交易额首次突破万亿， 达10623.10亿
元，同比增长27.12%；列入国家级电子商
务示范试点项目数量领跑中部地区， 一批
优秀电商企业成长为湖南省“电商百强”，

有力促进了“湘品出湘”“湘品出境”。2018
年， 全省通过电商销售的农产品零售额达
135亿元，同比增长33.7%。农村电商的发
展， 为贫困乡村群众增收脱贫作出了重要
贡献。 长沙跨境电商实现突破。2018年长
沙成功获批国家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
区，目前已认定跨境电商企业129家，打造
了长沙高新区、 金霞保税物流中心和黄花
综保区三大核心跨境电商产业园。

省商务厅副厅长肖彬表示， 我省将扎
实推进“互联网+商贸流通”行动计划，在
跨境电商综试区建设、 电商扶贫专项行动
实施、电子商务示范体系创建、促进传统产
业“触网”转型融合发展等方面持续发力，
引领产业升级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

精准扶贫在三湘

山旮旯敲开“幸福门”
———记省广电局驻新田县大坪塘镇大冲村帮扶工作队

当心“问题地图”
去年全省查处13起涉及国境线“问题地图”案件

共绘湖南数字经济美好蓝图
第八届湖南省电子商务大会启幕

湖南好人·每周一星

王章次：村民认可是最大褒奖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上官智慧

“真不好意思呐！”8月27日，约好采访
时间却让记者扑了个空后， 略微迟到的王
章次连忙道歉。原来,他是去紧急处理一起
村民借贷纠纷了。

王章次， 慈利县阳和土家族乡七方峪
村支部委员，原为该村党支部书记。在当村
支书的两年时间里，他甘当“孺子牛”，为村
里建设心甘情愿自己承担“债务”，身患重
病仍坚守岗位。 其敬业奉献精神赢得众人
点赞。

王章次属于村里最早南下打工的一
批人，后因母亲离世回到老家，干起了工
程承包生意。那段时光的王章次，日子过
得很惬意。

2013年夏，七方峪村遇到百年一遇的
干旱，村民们苦不堪言。时任七方峪村党支
部书记的王次军，找到王章次，想请他帮忙
解决水源问题。作为一名党员，王章次二
话没说，爽快答应了。他发挥自己所长，
没日没夜地查勘地形、 找挖
机、 跑资金……不到7天的时
间，向家洞的水就流进了村里
的家家户户。

第一次“插手”村里事务的
王章次，得到了王次军的赏识。
2014年，王章次被推荐进入村
委；2017年， 在民主选举中当
上村支书。

“三分之二的村民都住在
山上，修一条好走的水泥路，是
村民最大心愿。”到过七方峪村

的人都知道，那时全村就3公里水泥路———
从阳和集镇通到村部。 为了满足村民的愿
望，王章次到任的第一件事就是修路。

可集体经济薄弱的七方峪村， 实在太
穷，修路的钱全得靠王章次去“化缘”。为了
修路，王章次想尽各种办法。

在村道硬化工程中， 由于村里集体经
济极度困难， 刚当上村支书的王章次为了
支付施工队工资，把家里两头牛给卖了，还
从工资里拿出钱，凑了1万元付给施工队。

两个月后， 一条惠及150户村民的水
泥路终于通车。紧接着，又拓宽了2公里公
路， 溪沟加固1公里……在王章次的带动
下，大家一起努力，村里的基础设施建设有
了很大起色。

为了村里的大小事， 王章次不仅“透
支”了家当，还差点“透支”了自己的生命。
2017年10月， 王章次身上开始长淋巴结，
由于刚上任，大量工作理不清头绪，他选择
忽视；2018年9月， 一次偶然的车祸入院
后，他被检查出白细胞增高；当年12月，被
确诊为急性白血病。

“他话不多，但当了村支书以后，老百
姓的钱袋子实实在在的鼓了。”在村支“两
委”班子成员眼里，王章次“人狠话不多”。
任职村支书的两年来， 他领着全村人发展
猕猴桃、白枇杷等特色水果450多亩，脱贫
37户1158人，2018年村民年收入与2016年
相比翻了一番。

现在，因为身体原因，王章次卸任了村
支书，但他仍关心村里工作，希望更多村民
过上好日子。他说，村民的认可就是对我最
大的褒奖。

■点评
他像一滴水，滋润了七方峪的土地；他

像一缕阳光，照亮了村里前行的道路。为大
家舍小家，王章次倾其所有，对他来说 ,村
民的认可便是最大的褒奖。 都说敬业奉献
是一种态度，而王章次就是用这种态度，铺
就了他亮丽的人生底色。

� � � � 8月27日上午， 王章次坐在办公桌前
整理材料。 上官智慧 摄

� � � � 湖南日报8月29日讯（记者 周月桂 实习
生 张移珍）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冷空气
携降雨打跑“秋老虎”，气象预报称，未来几天
湖南大部分地区气温都在30摄氏度出头，天
气以“新面貌”迎接开学季的到来。气象专家
提醒学生及家长，出门需根据气温变化，适时
调整衣着，以防感冒。

处暑时节的冷空气， 推动季节向秋天跨
进了一大步。30日将进入农历八月，又称“桂
月”， 第一缕桂花香往往在这个月份飘起，秋

天的意象渐渐有了。接下去的日子，“秋老虎”
可能还会回头，但气温跟盛夏还是不一样了，
即便中午热，早晚也是凉的。

昨天到今天，受雨水影响的湘北一带，气温
出现明显下滑。省气象台预计，未来10天降雨南
多北少，高温消退，气温偏低。30日，受高空低槽
及冷空气渗透南下影响， 湘中以南局部大到暴
雨；31日至9月3日，以晴好天气为主，湘东南局
部阵雨；9月4日至5日受热带低压外围影响，湘
南多阵雨或雷阵雨，湘东南局部大到暴雨。

� � � � 湖南日报8月29日讯（记者 刘勇 通讯员
刘孝俊 ）8月28日， 湖南省河长办与江西省
河长办在江西省南昌市签署《湘赣边区域河
长制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构
建省级河长制协作机制，实现跨界河流共抓
共管。

湘赣边区域共有16条跨省河流，分别涉
及我省长沙市浏阳市，株洲市醴陵市，岳阳
市平江县，郴州市桂东县、汝城县，以及江西

省九江市修水县，宜春市袁州区、万载县，
萍乡市湘东区，赣州市章贡区、崇义县、上
犹县、南康区，吉安市遂川县、井冈山市、万
安县。

根据《合作协议》，双方将建立跨省河流
信息共享机制、协同管理机制、联合巡查执法
机制、 河流联合保洁机制、 水质联合监测机
制、流域生态环境事故协商处置机制，以及跨
省河流管护联席会议制度、联络员制度。

湘赣双方签约代表表示，将按照《合作协
议》分工，做好各项工作，共同把跨界河流管
理好。

近年来， 湖南在与周边省市就河流管护
合作进行了许多探索： 与江西省签订了渌水
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 与重庆市签订
了酉水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 岳阳市
临湘市与湖北省咸宁市、 赤壁市签订了黄盖
湖水环境综合治理联防联动工作方案。

湖南日报8月29日讯（记
者 陈勇 通讯员 李维 何
逸杰）28日，2019年“爱心改
变命运”慈善助学活动捐赠
暨发放仪式在长沙举行。

2019年“爱心改变命
运”慈善助学活动，资助对
象为2019年前三批录取(即
本科提前批、 本科一批、本
科二批)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低保户、重特大疾病困难家
庭的大学新生，资助标准为
一次性资助3000元至5000
元。 活动现场，10名来自平
江县贫困家庭的学生代表
每人领到了5000元助学金
以及爱心箱包，孩子们集体
朗诵《写给青春和生命》诗
篇，表达对社会爱心的感恩
和勇敢追梦的决心。

“爱心改变命运”慈善
助学活动于2003年开始，由
省慈善总会联合中联重科
等发起和实施，已连续进行
17年。 全省慈善会系统为
“爱心改变命运” 项目筹集
了近2.5亿元爱心助学款，帮

助4万多名贫困学子迈入大学校门。项目先
后获得了湖南慈善奖、 中华慈善突出贡献
奖和中华慈善奖， 成为国内富有影响力的
慈善助学品牌项目。

湖南与江西签署河长制合作协议

湘赣边区域16条跨省河流将共抓共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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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空气打跑“秋老虎”
未来10天高温消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