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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颜洪波

11月10日上午，省人大代表、衡阳县西渡镇
梅花村党总支书记刘准来到位于梅花组的“田园
沐歌”旅游项目现场，协调处理景区道路建设的征
地问题。

梅花村原有一条宽3米的老路，现在要拓宽成10
米的柏油路。这天，刘准协调村民支持项目用地。“这
条路修好后，方便游客自驾游进入项目景区。 ”他说，
那时游客来了，人气旺了，村民可以做导游、开餐馆、
建民宿，实现在家门口就业、创业。

省委出台的关于全面加强基层建设“1+5”文
件，干货满满，在衡阳基层引起强烈反响。 衡阳市
坚持问题导向，强化责任落实，让省委的政策红利
在衡阳落地生根，激发了乡村干部干事创业的内
生动力，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抓乡促村强基层
“抓村先抓乡，强村先强乡”。 衡阳市建立抓

乡促村机制，充分发挥乡镇（街道）党（工）委龙头
作用，形成强化自身抓基层的良好工作局面。

针对乡镇（街道）“事权不统一、权责不对等”的问
题，该市进一步深化乡镇（街道）机构改革，为乡镇（街
道）赋权强能，依法下放或委托乡镇（街道）行使相应
的审批服务执法等权限。目前，有367项行政权力和审
批服务事项下沉、延伸到乡镇（街道）。 除公安实行派
驻体制外，对司法、财政、自然资源、农业农村等职能
部门所驻的站所人员全部实行属地管理，由乡镇（街
道） 统一调配指挥， 党组织关系接受乡镇（街道）党
（工）委管理，人事任免应征得乡镇（街道）同意；乡镇
（街道）负责对其进行人事考核，扭转管人不管事、管
事不管人的被动局面。

该市建立完善的乡镇（街道）驻村（社区）责任制，
强化乡镇（街道）抓村（社区）的直接责任。尤其对重点
村（社区）、老大难村（社区）、对多年整顿没有明显改
观的村（社区），乡镇（街道）党（工）委书记和班子成员
直接包、重点抓，限期解决问题。 今年以来，全市共摸
排194个软弱涣散村（社区）党组织，全部实行乡镇（街
道）党政主要负责人联点整顿。 目前，全市有135个软
弱涣散村（社区）党组织转化到位。

严管厚爱村干部
“今年， 衡阳市村党组织书记待遇又提高

了。 ” 衡南县泉溪镇喇叭堰村党总支书记刘安生
快人快语，经济待遇已连涨了3年,由2016年每月
不足900元， 提高到今年3000元，“省委对村干部
的关爱，让我们感到非常温暖。 ”

回报关爱，干劲更足。为了脱贫致富，近年来，
刘安生与村支两委一道， 带领村民发展特种水果
产业。 至今年10月底，9个村民小组共流转开垦荒
山面积3100多亩。 其中，无核冰糖橙挂果面积700
多亩，预计年产35万公斤左右，村民仅此一项获利
200多万元。

今来，衡阳市进一步加强村支两委班子管理，
坚持严管厚爱相结合，出台《村干部管理办法（试
行）》，建立村干部警示谈话和有错无为退出机制，
对存在不能按期完成年度工作目标任务等10种情
形之一的村干部，进行警示谈话。对存在贯彻执行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跑偏走样等12种情形之一的村
干部， 予以免职、 责令辞职或按法定程序予以罢
免，起到很好的奖优罚劣作用。

抓实村干部培训，采取“请进来”与“走出去”、
理论培训与实践培训相结合的方式，今年以来，全
市举办村干部集中培训班60余期， 共培训1万余
人次。

按照村干部“新标尺”培养村级后备干部。 目
前，该市每村储备1至2名后备力量，县市区委组织
部按照“一县一库、一乡一册、一人一档”的要求，
建立村级后备干部人才信息库。今年以来，全市共
确定4911名村级后备干部。

创新健全农村治理机制
今年以来，衡阳市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加快推

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建立完善制
度，创新健全农村治理机制。

在村一级，该市全面推行“一核多会”制度，以
村党组织为领导核心，发挥村民委员会、村民议事
会、监督委员会、红白喜事理事会和乡贤会等多种
村民自治组织在村级治理中的作用；在村民小组，
探索实施“一户三员”制度，设立党员中心户和调
解员、监督员、议事员。 建立健全党建引领农村治
理的组织体系， 强化村党组织的核心作用和党员
的带头作用， 广泛发动各类主体参与农村基层治
理，在推进村级事务民主监督、抵制大操大办等陈
规陋习、调处村民纠纷、美化村容村貌等方面发挥
了积极作用。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11月8日，立冬，长沙的阳光极为温
柔，湘江江心，月亮岛正在失去它的荒凉
与野性， 巨大的工地许给她一个陌生的
繁华的未来。 在远离工地的水边，高大的
杨树底下， 蓼花花海铺开11月的浅淡轻
柔。

蓼花几乎围绕月亮岛镶了一道浅红
的花边，每年可从10月开到12月，而11月
是最佳花期。

作为乡土野花， 蓼花花海远不及来自
美洲的“网红”粉黛乱子草花海那么蓬松梦
幻。

蓼花太过清淡， 花粒小巧， 浅白轻
红，茎叶稀疏，每一片叶子的着生处都有
一个略微膨大的节，轻触即可折断。 这气
质疏淡的花，即使大片铺开，也并不显得
绚烂，仍旧让人觉得落落寡欢。 这是古人
钟爱的清秋气质。“簇簇复悠悠，年年拂
漫流。 差池伴黄菊，冷淡过清秋”， 是唐
人郑谷的哀怨蓼花；“数枝红蓼醉清秋”，

是宋人陆游的清丽蓼花。
如果要人工营造花海意境， 蓼花大概

永远不会入选。 蓼花带来的，是疏离寥落，
是自然野趣，是乡土的记忆。 月亮岛的蓼花
是被人们留下的，或者被遗忘的。

月亮岛本名遥埠洲，明朝年间，有许
姓人家在这里世代耕作。 因此又被称作
许家洲，是个不起眼却妥帖的名字。 遥埠
洲或许家洲在湘江江心悠游自在了千百
载，江心地势低洼，连年水患，仍有岛民
苦守于此，世世代代，蓼花也年年秋日红
遍滩涂。

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有资本看上了
这个岛，岛上居民得以尽数迁出，另寻出路。
为了方便开发，许家洲改名月亮岛。 改名后
的岛陡然有了不一样的浪漫气质，像村口的
小芳换了英文名，隐隐地有些土洋结合的复
杂气息。

蓼花见证了这座岛由许家洲变为月
亮岛。 原住民离开后，一批批城里人在这
里烧烤、露营、骑马。 月亮岛的开发曾一
度停滞，岛上苍苍茫茫，没有了农舍与菜

园，是荒草与蓼花的天下。
终于有一天， 庞大的机器开进了月

亮岛， 推走了岛中心的野草杂树。 足球
场、篮球场、游乐场、卡丁车公园、中心广
场一一建了起来……根据规划， 这里将
成为一个体育健康文化旅游岛。 而更多
的园林植物被移栽岛上， 这里有了绿色
的整齐的大草坪， 规划里还有紫色的梦
幻的薰衣草花海……

秋冬时节的白昼短了， 以岛上蓼花的
视角看， 夕阳是隔着江水从城市的高楼间
落下的，而月亮从另一边的高楼间升起，起
先是淡白的， 渐渐升至月亮岛的中心月亮
广场，就变得黄而明亮了。 月色冰凉，蓼花
沉寂在杨树的阴影里，悄无声息，保留着月
亮岛的土气与野性。

【小名片】
蓼：蓼科的一年生草本植物。 蓼的叶

子为披针形，花为淡红色或绿色。 果实成
卵形、扁形。 茎叶有辣味。 种类很多，大多
生长在水边，有水蓼、红蓼等。

湖南日报记者 陈薇 通讯员 罗亚琪

11月7日，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展研
究中心和芒果TV主办的中外合作节目《功
夫学徒》 创作研评会在北京举行。 与会专
家、领导对《功夫学徒》从模式创新、导向引
领、传播形式等多维度进行评析。

国新办对外推广局一级巡视员兼副
局长凌厉用“选题准、视角好、形式新、受
众广”对这档节目进行了高度肯定。他表
示，《功夫学徒》实现了“外展形象、内聚
民心”。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司副司
长李忠志看来，《功夫学徒》 是一档讲好
中国故事的优秀外宣节目， 它以现实视
角讲述中国故事的“平常+日常”，以创新
手段实现精彩表达的“故事+纪实”，用匠
心打造出节目的“网感+质感”。国家广播
电视总局国际司副司长周继红认为，《功
夫学徒》立意新、内容新、传播新，是芒果
TV国际化的一次全新尝试……

创新表达中国真“功夫”
《功夫学徒》由国务院新闻办监制，

国务院新闻办对外推广局、 国家广电总
局国际合作司、 湖南省政府新闻办特别
指导，芒果超媒、芒果TV、Discovery联
合出品。作为一档集职业体验、文化碰撞
为一体的纪实节目，节目以“互联网+背
景下，科技发展对人民生活的改变”为核
心命题， 用外国学徒体验中国职业的创
新形式， 以点带面式展现了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真实情
况，传递更富年轻活力的中国形象，在海
内外备受关注和好评。

据了解，《功夫学徒》共10集，至今已
播出8集。该节目于9月16日在芒果TV上
线，以周播的形式与观众见面，目前节目
累计播放量已突破1.2亿。 该节目也在湖
南卫视、Discovery全球电视网陆续播
出， 海外观众每周末黄金时段可以在
Discovery的东南亚、南亚、澳新、中国台
湾等频道，欣赏到外国学徒在中国“拜师

学艺”的最新情况，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上亿订户家庭通过屏幕， 感受到了今时
今日的中国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功夫学徒》 由芒果
TV和Discovery联合制作， 节目中既保
留了芒果TV在“真人秀”创作上的经验
优势，又兼具Discovery特有的纪实拍摄
风格及快节奏剪辑， 生动鲜活地将新时
代的中国故事娓娓道来。

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省政府新
闻办公室主任卿立新评价称：“通过语言
创新、形式创新，《功夫学徒》构建了一套
自有的跨文化叙事体系， 在讲述方式上
通过双向对话的叙事表达和沉浸体验的
纪实风格， 把宏大主题和微观叙事结合
得很好。”

对于“中国故事”如何实现“国际表
达”，《光明日报》文艺部执行主任邓凯表
示，《功夫学徒》 找到了一个讲故事的好
角度———把话筒交到对方手中， 让这些
外国学徒身临其境， 通过与中国优秀企
业和中国老百姓的直接交流， 体验到中
国取得今天成就之不易， 感受中国故事
之精彩。

同时，《功夫学徒》 绕开传统的文化
历史角度， 另辟蹊径地从当下中国发展
的前沿领域入手， 开辟出新的选题视角
与空间。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影视戏剧研
究中心主任陈旭光认为，《功夫学徒》节
目在文化当代化性、内容科技性、主体青
年性等方面进行了较好的融合。

探索文化“出海”新模式
此次联合制作《功夫学徒》，芒果TV

与Discovery也碰撞出国际合作与文化
传播的新火花。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际司副司长周
继红认为，从《功夫学徒》看到了一种全
新的国际合作尝试。 这档节目基本上采
用全英文制作， 也为消除海外观众的语
言障碍作出了积极的探索。

湖南广播电视台副台长、 湖南广播

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壮说：“作
为首次国际合作的项目，《功夫学徒》做
到了创作融合、渠道融合和文化融合，是

‘中国制作面向世界’ 的一次重要探索，
为国际合作的纪实创作提供了一条创新
的可行路径。”

在构建国际话语体系方面，《人民日
报》文艺部主任袁新文连用三个“非常”
对《功夫学徒》进行评价：非常前卫，非常
青春，非常时尚。同时他提出，讲好“中国
故事”要思考几个问题：如何把“重要的”
变成“受众需要的”？如何把“有意义的”
变成“有意思的”？如何把“走出去”变成

“迈出去”，把“迈出去”变成“卖出去”？这
些问题很有意思，引发了现场热议。

对于此次芒果TV与Discovery的合
作传播探索，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副院长史安斌深为赞许：“这次联手不是
简单的‘1+1’，而是真正做到了响应‘一
带一路’ 倡议， 奏响沿线国家的‘大合
唱’。”

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战略与发展
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张毓强从国际传播
角度出发，分析了《功夫学徒》出海模式
的三个结合： 主流文化的国际传播和地
方媒介优势基因的结合； 传统主流媒体
基因和产业性操作的结合； 充分的全球
化和地方性结合的良性探索。同时，他也
从如何进一步加强研发研究和策划、强
化全球范围内的国际宣发工作、 控制国
际传播和国际市场拓展当中的各种风险
等方面为节目建言献策。

作为制片方代表，芒果超媒总经理、芒
果TV总裁蔡怀军在现场分享了《功夫学
徒》创作中的实践和体会，并透露芒果TV
已与马来西亚、巴西、新加坡等多个国家建
立了合作，未来还计划与印尼、泰国、印度
等国家的媒体巨头开展合作；Discovery探
索集团大中华区及韩国内容与制作副总裁
魏克然表示，对这次的合作感到很荣幸，相
信未来一定会有更多的作品、 更好的合作
模式，向世界展示中国成就。

见行动强基层

衡阳：激发乡村干部干事激情

湖湘自然笔记 蓼花清淡醉秋冬

探索中国文化“出海”新模式
———《功夫学徒》创作研评会在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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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就业要出实招
刘银艳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 在中央提
出的“六稳 ”要求中 ，稳就业排在了
第一位。今年，我省在稳就业方面的
工作可圈可点，其中，城镇新增就业
作为重点民生实事内容， 更是提前
两个月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稳就业成绩单亮眼， 得益于稳
就业实招多多。

去年底， 我省就出台了进一步
促进就业“二十条”措施；今年，我省
又开展就业政策落实服务落地专项
行动。工作人员加班加点，把几十万
字的就业创业政策逐条清理， 最后
精简成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农村
劳动力转移就业创业等6个篇章，一
寸厚的政策汇编精简为数页纸 ，实
现政策对象人群全覆盖的同时让政
策更准确更明了。 人社系统还简化
优化各项高频人社公共服务事项 ，
让群众办事 “堵点” 进一步得到疏
通。

出实招还在于加大投入。 今年
省本级安排就业项目资金3.8亿元，
投入额度居中部省份之首； 从失业
保险基金中拿出28亿元， 大规模开
展职业技能培训， 让劳动者实现更
高质量就业。同时实施社保降费，全
年可减轻单位社保缴费负担近60亿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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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实招多多。

去年底， 我省就出台了进一步
促进就业“二十条”措施；今年，我省
又开展就业政策落实服务落地专项
行动。工作人员加班加点，把几十万
字的就业创业政策逐条清理， 最后
精简成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农村
劳动力转移就业创业等6个篇章，一
寸厚的政策汇编精简为数页纸 ，实
现政策对象人群全覆盖的同时让政
策更准确更明了。 人社系统还简化
优化各项高频人社公共服务事项 ，
让群众办事 “堵点” 进一步得到疏
通。

出实招还在于加大投入。 今年
省本级安排就业项目资金3.8亿元，
投入额度居中部省份之首； 从失业
保险基金中拿出28亿元， 大规模开
展职业技能培训， 让劳动者实现更
高质量就业。同时实施社保降费，全
年可减轻单位社保缴费负担近60亿
元。

就业惠民的亮丽答卷

文化视点

麓山顶上菊花香
11月9日，长沙市岳麓山风景名胜区HI·悦麓观景台，游客在拍摄菊花。 当天，2019年岳麓山菊花展

开展，共展出约15000盆各类菊科花卉。 所有展出花卉皆为景区菊花圃栽培产品，体现了岳麓山养菊技
艺和长沙悠久的菊文化。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荨荨（上接1版）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我省按照“就

业优先发展目标导向”“就业优先政策支持导
向”“就业投入优先导向”三个理念，从高位推
动就业政策落实服务落地专项行动。

贯彻就业优先发展目标导向理念，确保全
年实现全省城镇调查失业率5.0%左右和登记
失业率4.5%以内；城镇新增就业70万人；重点
群体就业基本稳定；企业用工总体平稳的预期
目标。

贯彻就业优先政策支持导向理念。专项行
动持续围绕推进“5个100”重点项目，培育发展
20条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开展工作，落实政策
时优先考虑对就业岗位、就业环境、失业风险
等带来的影响， 促进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联
动、结构优化与就业转型协同。

贯彻就业投入优先导向理念。今年省本级
安排就业项目资金3.8亿元， 同比增长8.57%，
投入额度居中部省份之首。

今年，在娄底市娄星区，创业的高校毕业
生收到的政策“大礼包”加码了，其一次性创业
扶持资金从每人5000元至10000元， 涨到了
15000元至20000元，进一步加大了帮扶力度。

截至10月底， 我省城镇新增就业74.23万
人 ， 同比增长 3.68% ， 完 成 年 度 任 务 的
106.04%；1-9月， 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40.38万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100.95%；10
月末，城镇登记失业率2.92%，控制在4.5%的目
标范围内。

截至8月底，全省38.43万应届高校毕业生
初次就业率达86.31%， 连续9年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

“增岗稳岗”办法多
11月5日，在中电软件园一个近1500平方

米的办公区，一排排年轻人正有条不紊地忙碌

着，鼠标轻点，完成的是起重机、大吊车这种
“大家伙”的交易或租赁。

立足工程机械的设备租赁、 零配件供应
链、 二手设备交易等工程机械后市场服务，湖
南机械之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目前已成长为
这一领域的湖南最大的产业互联网平台企业。
“目前平台的年交易额已超过3亿元。” 创始人
刘旭龙介绍。

机械之家创立之初并不顺利。“曾经靠借钱
给员工发工资， 是国家优厚的就业创业扶持政
策，帮助我们渡过了难关。”刘旭龙告诉记者。

2016年， 机械之家作为创业重点扶持对
象，先后获得长沙高新区“柳枝行动”创业扶持
资金20万元、长沙市创业带动就业示范项目扶
持资金1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50万元等，顺利
度过初创期，获得快速发展。

受益于创业政策扶持的机械之家， 短短4
年，员工就从最初的13人增长至200多人，对应
届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吸纳也很强， 其中毕业3
年内的大学生有68人。

据了解，长沙市每年的创业带动就业的项
目扶持资金约有2000万元，扶持的项目在200
个左右。

进一步鼓励创业带动就业，是我省于去年
底出台的促进就业“二十条”措施的重头内容，
为搞好创业增岗，在加强创业引导、加强创业
载体建设、加强创业担保贷款扶持等方面给出
了鼓励措施。

1至9月， 全省新发放创业担保贷款19.65
亿元，扶持创业1.53万人，较去年同期分别增
长15.93%、2%。

经济平稳运行也为扩大就业打下了坚实
基础。1至8月， 我省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

2268.06亿元，增长7.9%，服务业的快速增长为
吸纳就业提供了重要保证。

现在闻名全国的“蒸浏记”中式快餐，5年
前还只在“智慧浏阳河”文化创意孵化基地的
创业格子铺有一个办公工位，通过挖掘浏阳蒸
菜这一特色资源，目前已开设280多家分店，带
动近6000人就业。

稳就业，关键是稳企业。为减轻企业负担，
我省出台社保降费实施方案， 明确从2019年5
月1日起，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包括企业
和机关事业单位） 单位缴费比例降至16%，同
时继续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 工伤保险费率，
预计全年可减轻三险社保缴费负担近60亿元。

有针对性地支持企业稳定就业岗位，对不
裁员和少裁员的企业，落实失业保险稳岗返还
补贴，对困难企业，加大返还的力度和幅度。截
至10月底，我省减征失业保险费15.95亿元，拨
付失业保险稳岗补贴8234.69万元， 惠及企业
1651户，职工37.53万人。

“就业服务”很贴心
前两天，在家门口的电子礼炮厂做焊接炮

管工作的殷戈林， 开心地领到了近4000元工
资。两个月前还在为生计发愁的他，通过参加
市里组织的职业技能培训， 找到了现在的工
作。

殷戈林是宁乡市喻家坳乡涌泉山村村民，
原本在广东惠州打工，偶然的机会，他从宁乡
人社部门的微信公众号上看到职业技能培训
的信息，便报了名。在培训学校，可以免费学习
焊工、电工和叉车等技术，上课时间也自由，家
庭贫困的培训人员每天还可以享受20元的餐
补。

据宁乡市就业中心副主任刘月明介绍，为
了将“稳就业”工作落到实处，宁乡人社部门每
天实时在微信公众号上发送各类培训、招聘信
息。此外，还通过“送教下乡”，让贫困劳动力在
家门口就能接受培训。

在殷戈林看来，当地人社部门既为就业者
组织职业技能培训， 还经常推送招聘信息，只
要不挑不拣，找工作不用去远方，在家门口找
份工作不是难事。

今年以来，我省各大线上线下招聘活动开
展得红红火火。1至9月， 全省人力资源市场提
供空缺岗位数为182.27万个， 为10.09万个单
位登记招聘，成功介绍37.51万人入职。

面向重点企业，我省率先在全国创新建立
了“765”重点企业用工服务联系制度。省、市、
县三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主动对接、服务全省
725家重点企业， 做到企业随叫随到。8月份以
来，全省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共向重点企业进行
岗位推广11000余人次，帮扶重点企业招聘员
工9300余人。

面向重点群体，我省一方面对有就业意愿
的农村贫困劳动力等服务对象，有针对性提供

“311” 就业服务， 即每年至少推荐3次岗位信
息，进行1次职业指导，提供1次免费技能培训
信息， 精准帮扶服务对象再就业和转移就业。
另一方面，针对就业困难人员、去产能职工、退
役军人及军属等群体，落实“积极政策”“留岗
招聘”“公益岗位托底” 三项就业援助。1至10
月，全省就业困难人员就业11万人，较去年同
比增长2.48%。

今年7月，我省出台《湖南省职业技能提升
行动实施方案（2019-2021年）》，计划从失业
保险基金中拿出28亿元， 重点围绕企业职工、
就业重点群体、贫困劳动力三个群体，大规模
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截至9月底，全省参加职业
技能培训的人数达40.5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