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1月1日讯 （通讯员
欧阳武成 记者 颜石敦）10月29日，
宜章县天塘镇党委书记欧阳云涛告
诉记者， 县里出台基层减负措施后，
会议明显减少， 基层干部精神焕发，
全身心投入到脱贫、农村环境卫生整
治等工作中。

以前，很多形式上的东西占用了
基层干部大量时间、 耗费了大量精
力，造成基层工作任务繁重。“为了解

决这个问题，我们制定出台对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专项整治方案，对精简
文件、减少会议、规范督查考核等进
行了细化。”宜章县委办负责人说。

据介绍，今年来，宜章召开全县
性会议9个， 同比减少35.5%； 以县
委、县政府或县“两办”名义下发的文
件216个，同比减少36.7%；精简后保
留18项县级层面督查检查考核事
项，同比精简58%。

宜章“基层减负”焕发新动力
保留18项县级层面督查检查考核事项，精简58%

湖南日报11月1日讯 (见习记者
王梅 通讯员 周健)10月30日，中国
楹联学会向衡东县授予“中国楹联
文化县”牌匾。

衡东县是全国诗词之乡、 湖南书
画之乡， 湖湘文化底蕴和诗词楹联文

化基础深厚。目前，全县有1000余人
从事楹联创作， 国家级楹联学会会员
31人，省级楹联学会会员25人、市级楹
联学会会员31人，先后编辑出版了《中
国对联集成湖南省衡东分卷》《衡东楹
联年鉴》《衡东诗联书画》等书籍。

衡东获评“中国楹联文化县”

湖南日报11月1日讯 （通讯员
张友亮 记者 肖洋桂）“妈妈， 终于
见到您了， 我还以为……”10月30
日上午， 在石门县社会救助事务中
心，今年61岁的陈平儒一下车，石门
县太平镇易家湾村村民覃月林连忙
跑过去，紧紧抱住她，喜极而泣。家
人们纷纷围了过来，嘘寒问暖。

上一次见面， 已是17年前。由
于精神疾病， 陈平儒在2002年突
然失踪。 当时21岁的覃月林和家
人、亲友，在村子周边以及附近的
“天坑”、河谷苦苦寻找，但一直没
有下落。

事情在今年10月22日出现转
机， 石门县社会救助事务中心负责
人陈启日， 收到陕西省淳化县救助
管理站发来的一段寻亲视频， 称他
们于今年7月收留的一位老太太，隐
隐约约说自己是石门县九渡河乡
(后合并至太平镇)人，但说不清详细
地址。 陈启日马上与太平镇民政所
联系， 所长唐楚国在工作微信群中
转发后， 最后确定是覃月林失踪多
年的母亲。经陕西咸阳市、淳化县，
湖南常德市、 石门县两省四市县沟
通， 常德市社会救助事务中心专程
护送，老人终于回到了石门。

目前， 家人时刻陪伴老人熟悉
环境， 为她办理恢复户口和缴纳医
疗保险等手续。

石门一村民
失踪17年后回家

湖南日报11月1日讯（见习记者
黄柳英 通讯员 陈志华 罗成文 卢
默生）连日来，新田县组织全县党员
干部扎实开展脱贫攻坚问题清零行
动。该县县级领导、后盾单位、驻村工
作队、村支部书记、驻村干部等“五支
队伍”，针对“两不愁、三保障”存在的
问题，驻村逐户访查，确保完成脱贫
攻坚各项清零任务。

新田县坚持把脱贫攻坚作为最
大的政治和民生工程来抓，以主题教
育的实际成效推进脱贫攻坚迈上新
台阶。 动员全县12个乡镇、229个村
（社区）、229个
驻村帮扶后盾
单位和 149个
县 直 部 门 单
位， 全面查摆
脱贫攻坚工作

中存在的不足，推动“住房安全保障
问题清零、 安全饮水保障问题清零、
政策落实问题清零、产业发展问题清
零、风险防范问题清零”。

目前，完成全部103个贫困村的
水质合格检测，排查整改安全饮水问
题3个。向1715名家庭经济困难大学
生发放生源地助学贷款1378万元。
安排“一村一品” 项目资金5320万
元， 在今年打造25个30至50亩以上
的农业产业示范片区，可实现每年种
植蔬菜10万亩以上，总产15.86万吨，
产值11.5亿元。

新田开展脱贫攻坚问题
清零行动

湖南日报11月1日讯（见习记者
李永亮 通讯员 汤星宇）记者日前在
株洲市荷塘区仙庾镇樟霞村走访，提
起区纪委监委追讨扶贫资金的事，村
民都竖起了大拇指。

今年3月， 荷塘区纪委监委在对
民生资金使用信息比对中发现， 樟霞
村12名水库移民后期帮扶资金的发
放存在问题。经核查，此事为村党总支
书记黄四平未及时更新人员信息，随
意填写数据后上报所致。 今年9月，黄
四平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违规发放的

3.06万元资金被全部追缴。
2018年， 荷塘区纪委监委尝试

将“互联网+监督”与“互联网+政务
服务”有效结合，扎实推进“微权力”
公开运行，确保“民生资金发放、使用
和监管”全过程阳光透明。目前，该区
7个镇、街道，62个村、社区的村级财
务数据， 以及23个民生资金主管部
门的179项数据，全部通过“互联网+
监督”平台实现了网上公开。今年1至
9月， 该区共查处5起扶贫领域和群
众身边腐败问题。

荷塘区：
晒出“微权力” 管好民生资金

湖南日报11月1日讯（记者 张
福芳 通讯员 董劲）近日，在长沙天
心区一条主干道上， 由酷哇机器人
与中联环境共同研发的智能环卫车
投入运营， 一辆辆造型别致精巧的
无人驾驶清扫车，在路上徐徐前进，
吸尘、喷水、清扫，留下一片洁净。

“这款智能环卫车，融合了最前
沿的5G智能网联技术、自动驾驶技

术，可感知环境、规划路径，遇到障
碍物可自动识别，能喷水、清扫，还
能捡拾大小不一的垃圾， 是搞好城
市环境卫生的好帮手。” 在展示区，
酷哇机器人创始人、 首席运营官刘
力源介绍。

当天， 天心区携手长沙酷哇人
工智能及大数据产业技术研究院有
限公司， 举行我省首个城区智慧环

卫示范区———天心区智慧环卫示范
区启用仪式， 并签订天心区车联网
大数据及电子地图研发运营总部项
目合作协议。

在天心区智慧环卫示范区，酷哇
机器人不仅投入100辆与中联环境
共同研发的全系列自动驾驶环卫编
队作业车辆，还将在天心区建设车联
网大数据及电子地图研发运营总部。

湖南日报11月1日讯 （通讯员
张正吾 任妮 项荣)“本以为被拖欠
的工资打了水漂， 没想到还能拿回
来，太感谢人社部门了!”近日，桃江
县浮邱山乡金盆村村民吴国栋拿到
了在县城一家装饰公司做木工、被
拖欠2年之久的6000元工资， 十分
感激地说。

近两年来， 桃江县人社局全面
实施工资保证金制度并开展经常性
巡查， 坚决遏制拖欠农民工工资行
为，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涉及
农民工工资的投诉案件明显下降。
今年1至8月， 共受理投诉举报20
起； 追回被拖欠的农民工工资270
万元，比2017年同期减少78.6%。

今年8月中旬，桃江县人社局在
修山镇一家建筑工地就劳动用工情
况进行巡查时发现，工程已竣工，但
在这里务工的30名农民工却拿不到
工资，孩子入学等着用钱，他们心急
如焚。 该局劳动监察员文俊良立即
与有关部门和企业沟通， 经过艰苦
细致做工作，仅用5天时间，就将拖
欠的13万元工资追缴到位， 赶在学
校开学前发到了农民工手中。

首个城区智慧环卫示范区
落户天心区

实施保证金制度
开展经常性巡查
桃江坚决遏制欠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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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唐璐
通讯员 王浩 喻勇

“双十一”还未到，在浏阳市达浒
镇椒花新村电商服务站，徐明柏和他
妻子何佳把站里堆得像小山一样的
快递箱搬运到皮卡车上，野生蜂蜜准
备发往新疆乌鲁木齐、土鸡蛋发往长
沙市岳麓区、香脆笋干发往广东省东
莞市……

“这些都是当地贫困户家中的农
特产品，以前要么烂在地里，要么自
己吃，如今搭上‘电商脱贫’的快车
‘出山’。”徐明柏告诉记者，从2016年
开始， 椒花新村尝试发展电子商务，
与全村62户贫困户签订代销农特产
品协议，通过探索“电商+贫困户”“电
商+合作社+贫困户”等模式，实现线
上线下销售近50万元的业绩，徐明柏
等村民也因此实现了“脱贫梦”。

这是长沙市电商扶贫的一个缩
影。近年来，长沙市委、市政府高度重
视电商在扶贫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制
定加快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实施办法，
推动形成较为完善的县—镇—村三
级的立体服务网络。目前，全市建成
并验收4个县级农村电商服务中心，
培育示范网店118余家，84个省定贫
困村实现村级电商服务站全覆盖。

日趋完善的电子商务服务吸引
了不少有志青年返乡投入扶贫大业。
宁乡返乡创业青年沈康成立社区电
商平台， 带动宁乡巷子口镇黄鹤村全
村60名贫困群众从事黄桃种植，贫困
户的年收入由原来的人均3500元，增

长为3至10万元不等。望城“蛋哥哥”
放弃高薪软件销售工作返乡， 玩转微
信，做直播，玩抖音，每年线上销售土
鸡蛋400多万枚，年销售额达1200万。

为了帮助贫困地区农特产品进
一步扩大销量，长沙市组织了浏阳市
椒花新村大蓝山杨梅节、宁乡市黄鹤
村“状元黄桃”销售节、大围山电商扶
贫土蜂蜜推介会等10余场贫困地区
产品助销活动，通过“电商+旅游+农
产品”的营销模式有效销售了农特产
品。今年，在浏阳市椒花新村大蓝山
杨梅节现场，步步高集团、湖南合诚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等企业认购超过
二三万公斤，当日销售额超30万元、
游客达300余人。

长沙深入推进“一县一品”专项
工程，加强与电商大平台合作，打造
了宁乡味道、大围山土蜂蜜、乌山贡
茶等区域性扶贫网销特色品牌，累计
帮助贫困户增收超过1000万元。

据介绍，阿里巴巴农村淘宝已与
浏阳市、 宁乡市正式签订合作协议，
大力推进“千县万村计划”“亩产一千
美金计划”， 已建立农村淘宝县级服
务中心2个、 天猫优品服务站和农村
淘宝服务站127个，共招募“村小二”
127个和“淘帮手”100个，服务覆盖
300个行政村。

“充分整合资源，鼓励一些有电
商销售经验、又有扶贫意愿的企业参
与，打造一大批扶贫网销品牌，无疑
是撬动当地产业、带动贫困户脱贫的
绝佳路径。”长沙市商务局党委书记、
局长高伟表示。

长沙电商扶贫新实践：
云端托起“脱贫梦”

湖南日报11月1日讯（见习记者
彭婷 通讯员 刘蕾 张阳婷）湘潭市
岳塘区就业扶贫人才市场近日收到
一封感谢信， 写信人是该区建档立
卡贫困户刘其。“我患有糖尿病，耳
朵也不好，谢谢你们帮我找到工作，
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了！”

刘其是岳塘区推进就业扶贫的
一个缩影。该区共有在劳动年龄内的
建档立卡贫困群众2144人，其中有就
业愿望和就业能力的1445人。为助力
贫困劳动力脱贫，岳塘区打出了一套

“搭建平台+提升技能+夯实服务”的
就业扶贫“组合拳”。目前，已有1417
人实现就业，就业率达98.06%。

今年， 岳塘区建设了就业扶贫
人才市场， 贫困劳动力可获得集免
费咨询、求职、保险、维权等功能于
一体的全方位人力资源服务。 该市
场不仅引进了专业人力机构， 为贫
困劳动力提供岗位推荐、 就业指导
及动态跟踪服务， 还开通了求职电
话， 定期对已就业人员进行电话或
上门回访，随时提供岗位匹配服务。

据介绍,目前，就业扶贫人才市场与
107家单位建立了联系，今年举办了
12场招聘会，70%的贫困户通过这
里实现就业。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岳塘
区人社部门根据贫困劳动力年龄结
构、身体状况、兴趣爱好，因人施策
开办育婴班、花卉园艺班等，提升贫
困劳动力技能。“我通过参加西式面
点师培训， 学习制作30多种西式面
点， 前不久在家门口一家西点店找
到了工作。”岳塘区贫困劳动力小王

兴奋地告诉记者。据统计，该区今年
共举办8期精准扶贫技能培训班，
200余名贫困劳动力受益。

岳塘区还不断夯实就业服务。
开展就业扶贫政策宣讲， 为扶贫劳
动力提供政策咨询； 落实全民参保
计划，为贫困劳动力开展参保登记；
为行动不便的贫困劳动力提供参保
上门服务……今年前三季度， 该区
入村开展就业扶贫政策宣讲7次，为
6名行动不便贫困劳动力上门办理
了社会保险。

1417名贫困劳动力实现就业，就业率达98.06%

湖南日报11月1日讯（记者 周俊
通讯员 苏东平 张精华 代枝兴）10
月中旬，冷水江市锡矿山区域再兴片
区、老锡矿山片区和田再坳废渣综合
整治工程开工建设， 将对8平方公里
区域内约530万吨废渣实施治理。今
年， 锡矿山区域已有8个环境治理项
目开工建设，总投资2.97亿元。

“世界锑都”锡矿山是我国最大
的锑业基地，122年锑矿开采累积了
大量环境问题，该区域成为全国138

个重金属污染重点防控区之一、湖
南省湘江保护与治理五大重点实施
区域之一。 冷水江市先后在该区域
开展6次大规模环境综合整治，共关
闭锑冶炼小企业82家， 取缔选矿手
工小作坊145处，淘汰落后产能17.5
万吨。 锑采矿权从12家整合为2家，
锑冶炼企业从91家整合至9家。

2017年， 中央环保督察组在湖
南开展督察， 对锡矿山区域存在的
重金属废渣、水体重金属超标、危险

废物超期贮存等问题进行了反馈。
冷水江全力实施锡矿山区域环境综
合治理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
(2018-2020年 )”，按照“不欠新账、
还清老账、标本兼治、有序推进”的
总体思路， 举全市之力打响锡矿山
区域环境综合治理攻坚战， 实施整
治项目47个， 推进锡矿山地区转型
发展、 环境整治和山水林田湖草生
态修复。目前，已完成水、土、气环境
治理项目12个，总投资3.03亿元。

通过一系列整治措施，锡矿山区
域环境质量得到逐步改善。已治理与
修复重金属污染土壤面积400亩，治
理一般固体废物5200万吨，2018年
以来新增的3318.43吨砷碱渣全部处
置完毕。14座废水处理站每天处理废
水2.9万吨，矿区企业工业废水和渣场
渗滤液实现全部处理；二氧化硫日均
浓度较治理前下降76.7%。2018年中
央环保督察“回头看”期间，该区域信
访交办件为零。

10月29日清晨，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飞山寨景区，山峦之间云雾涌动，在朝阳的映射下，构成了独具特色的绚
丽秋景。 辜兴平 摄

雨后初霁秋意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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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388 1040 403520

组选三 758 346 262268
组选六 0 17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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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环境治理再攻坚锡矿山

打出就业扶贫“组合拳”岳塘区

标本兼治 有序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