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常德市武陵区政府采购主管部门审核，常德武陵区
“数智武陵”项目现已具备公开招标条件，采购人为中共常
德市武陵区委政法委员会，项目预算金额第一包8928930
元，第二包 621559 元；保证金第一包 150000 元，第二包
12000元，现予以公告。具体详情请前往常德市政府采购
网（http://changd.ccgp-hunan.gov.cn）或常德市公共资
源交易网（http://ggzy.changde.gov.cn）查看或下载采购
文件，以法定媒体信息为准。

常德众益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12日

政府采购项目招标公告

近日，江华瑶族自治县白芒营
镇柏家村莫明佑的黄牛养殖场里，
一派繁忙景象。40 多头肉牛在山
林间觅食，主人莫明佑的脸上笑开
了花。

“我的养殖场有 47 头肉牛，产
值36万元左右。”46岁的养殖场主
莫明佑高兴地说。

初中毕业后，莫明佑打过工，开
过农用车，但他一心想自己创业。

“村里山岭广阔，村民种植的稻草、
玉米秆等不值钱的东西都可用来养
牛。”莫明佑想养牛是条致富路。
1997年春，莫明佑买了6头水牛来
养，到冬天卖牛获利6000多元，养
牛让他尝到了甜头。2008年，莫明
佑投入10余万元，购回十多头黄牛
进行养殖，开始了创业之路。2015
年，莫明佑从山东引进10余头西门
塔尔、利木赞等优质肉牛进行养殖，

目前已达47头，产值达36万余元。
为了掌握养殖技术，莫明佑到

道县工贸学校学习肉牛养殖技术，
还把家搬到了山脚下，成天围着牛
群转，边养殖边观察牛的生活习性。

“肉牛抗病能力强，村里山多、
草好，很适合养牛！”莫明佑说，“每
天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去给黄牛割
草补充饲料。平时都是赶到山上去
放养，下雨天喂的就是自己种的玉
米秆、红薯藤，养出来的肉牛毛色亮
油油的。”

“我种植了30多亩篁竹草用来
喂牛，肉牛的品质好，远销广东东
莞、广西贺州等地。”莫明佑说，“每
年卖牛栏粪 20 多车，也有收入 1.4
万元。”他的养牛场还带动3名贫困
人口增收。

近年来，江华瑶族自治县利用
山多地广的资源优势，将黄牛养殖

列入扶贫产业发展的重要项目，大
力推进黄牛产业，带动贫困户养黄
牛脱贫致富，走出了一条脱贫致富
的养殖之路。

据了解，江华瑶族自治县出台
了养牛产业扶贫政策，对养黄牛 3
头以上的贫困户，按贫困人口一次
性每人补助1500元，激发贫困户养
牛的积极性。同时，县畜牧水产局
对全县有养牛的贫困村和贫困户进
行技术指导，开展杂交牛冷配技术；
利用红薯藤、甜玉米秸秆、酒糟等饲
料降低成本；建立技术人员帮扶联
系制度，与规模养殖场、养殖户建立
结对联系，为贫困养殖户提供饲养
管理、疫病防治、销售信息等技术服
务。

目前，全县像莫明佑这样靠养
黄牛增收致富的专业大户有 30 余
户，带动贫困户1300多户养殖黄牛
万余头，每年为贫困户人均增收
4000元以上。

（黄志东 莫家辉）·精彩湖南·

江华：瑶山肉牛养殖踏出致富路
“花明粮油公司给我们免费提供了优质稻种子、农药

和化肥，还经常过来进行指导，也不用担心销路，脱贫更

有信心了。”宁乡市大屯营镇大屯营村桐木塘组的建档立

卡贫困户成义告诉笔者，家里种了4亩田，以前稻谷价格

不稳定，有时候就卖个成本价，没有赚头，现在政府有了

产业帮扶政策，能够比去年增收6000元左右。

近年来，宁乡市财政局立足职能职责，发挥财政专项

扶贫资金的杠杆作用，推动社会企业积极投身产业扶贫，

像花明粮油这样的帮扶企业有137家，通过与贫困户建

立利益联结机制，从根本上解决了贫困户缺资金、缺技

术、缺销路的问题，带动12904户贫困户参与产业发展，

有效推动了“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转变。

今年，宁乡市财政局加大对脱贫攻坚的投入力度，统

筹整合中央、省、市及市本级专项扶贫资金共计4582.48

万元用于产业扶贫。与此同时，进一步加强财政专项扶

贫资金管理，加大对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中用于产业扶贫

项目资金使用的督导检查力度，督促企业公司、合作社健

全财务管理制度，做到专款专用，充分发挥了扶贫资金效

益。

（李曼斯 龚再蓉） ·精彩湖南·

宁乡财政：财政专项资金产业扶贫显成效

经常德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天源·蓉国新赋E
区建设项目及D区配套工程总承包已具备公开招标条件，
招标人为常德市祥源置业有限公司，投资额约 43949.92
万元，现予以公告。详情请关注湖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

（www.bidding.hunan.gov.cn）及常德市公共资源交易网
（http://ggzy.changde.gov.cn）。

常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
2019年12月12日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湖南日报12月12日讯（记者 陈鸿飞 通讯
员 肖力元 阳新 张奇平 邹高峰）“光伏发电
好，现在每天发电 200 多千瓦时，村里每天收入
170 元。”12 月 11 日，衡南县江口镇胜利村帮扶
工作队负责人说。当天，记者在这里看到，村里
安装在西面山坡上的4排深蓝色太阳能发电板，
在阳光照射下格外耀眼。

胜利村是省级贫困村，太阳辐射强度大，日
照时间长，发展光伏产业优势独特。2017 年，村
里按照国家光伏扶贫政策，多方投资兴建了一
座 60 千瓦的光伏扶贫电站。去年 9 月，这座光伏
扶贫电站并入国家电网发电。一年来，电站共生

产电能5.3万千瓦时,仅此一项，村集体经济收入
增加近5万元。

2017 年，该县被列为全省“十三五”光伏扶
贫规划村级电站建设项目县，批准建设 65 个村
级光伏扶贫电站，建设规模为 3980 千瓦，总投
资近3000万元。近3年来，衡南县把发展光伏产
业作为精准扶贫的民生工程来抓,采取一村一站
的建站模式，科学规划选址，先后在云集镇神龙
村、硫市镇荣华村等65个省级贫困村，因地制宜
建设村级光伏扶贫电站。

为加强对光伏电站设施的运行维护管理，
该县在衡阳市率先成立光伏电站管理中心，启

动运行维护管理，在 65 个贫困村聘用光伏电站
管理员,并出台村级光伏扶贫电站收益分配办
法。村支两委负责运行管理，发电收入除用于电
站运维开支外，其余归村集体经济收益。光伏电
站的收益用于村内公益岗位、小型公益事业和
奖励补助扶贫。一年来，该县利用光伏扶贫电站
的收益资金，对接帮扶贫困户664户1564人。

据统计，衡南县 65 个光伏扶贫电站自去年
9 月并网发电以来，截至今年 10 月底，累计生产
电能 462.8 万千瓦时，装机容量、生产电能和帮
扶贫困户人数在全省名列前茅。

省级贫困村建起扶贫光伏电站衡南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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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户搭上产业致富“顺风车”岳塘区
湖南日报12月 12日讯（记者 彭婷 通讯

员 何蔚）12月10日一早，湘潭市岳塘区荷塘街道
正江村建档立卡贫困户蒋聪来到湖南利佳生态农
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辣椒大棚，脱掉外套，在自己
的“责任田”里忙活起来。这个40亩的辣椒大棚被
划分出10块“责任田”，每块“责任田”都挂了责任
牌，标志的责任人就是正江村建档立卡贫困户。

正江村党总支书记蒋勇军介绍，村里建档立
卡贫困户已在2015年全部脱贫。为了巩固脱贫成
果，增强已脱贫户的“造血”功能，2018年，正江村
与驻村企业利佳农业“牵手”，吸纳建档立卡贫困
户到这里工作，以产业扶贫助力他们“奔小康”，并
选中10户试点。

蒋聪作为试点户之一，生活变化明显。他的父

亲蒋辉虎告诉记者，蒋聪是智力残障人，外出务工
顾虑多，而他自己也年过花甲，不仅要照顾儿子，还
要种田养家，生活艰难。蒋聪自去年到利佳农业工
作以来，每月收入近千元，还可以领到免费的种子、
肥料。此外，得益于村里的产业发展，家里3亩土地
流转了，每年有2100元收入。

试点取得成效后，正江村将全村99户脱贫户
全部纳入利佳农业产业扶贫对象。根据“资金跟着
贫困户走、贫困户跟着能人走、能人跟着项目走、项
目跟着市场走”的工作思路，目前，正江村以“公司+
农户”的模式实现了产业扶贫全覆盖。

利佳农业负责人谭利人告诉记者，现在，公司
640 亩土地种植了 60 余种农产品，并挂上“岳塘
区产业扶贫基地”牌子，与全区400多户建档立卡

贫困户签订产业帮扶协议。“我们还将对贫困户进
行统一培训和管理，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让
产业扶贫的路子走宽走稳。”谭利人信心满满。

贫困群众搭上产业致富的“顺风车”，也让岳
塘区在奔小康道路上更加蹄疾步稳。据统计，全区
共有2家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1家规模化
企业投身到脱贫攻坚中来，带动1279户贫困户脱
贫致富。

湖南日报记者 鲁融冰 通讯员 周韶

12月9日，记者来到汉寿县龙潭桥镇采
访。穿行在唐家桥、莲荷塘、浏浃河等村的乡
村道路上，山茶花香扑面而来，眼前展现出一
幅冬种繁忙景象。

早就听说龙潭桥镇按照“党建引领、合作
社带动”理念，采取“总支+合作社+农户”模
式，因地制宜发展菊花、苎麻、油茶等特色产
业，取得实效，记者实地走访这些基地。

“我们村种植的 55 亩金丝皇菊，预计全
年可增加村集体收入20万元。”在唐家桥村
心运菊花种植专业合作社，社员朱新国拿出
一盒成品菊花，向记者展示。”朱新国有着30
年党龄，是村党总支组织委员。他说，村里的
菊花项目是去年4月引进的，在资金、技术和
设备方面，得到市、县扶贫办和后盾单位的支
持。在村党总支的推荐下，他担任项目牵头
人，带领8名党员，与村里166户600多名村

民建立了利益联结机制，让项目在落地第一
年就有了收益。

“我们村种植的 800 亩苎麻，因行情见
涨，今年每亩纯收入达到5000元，为村民创
造了大约150万元的纯收入，村集体收入也
有近50万元。”莲荷塘村党总支书记余孝前
介绍，汉寿是“中国苎麻之乡”，前些年因市场
不景气，苎麻行业遭受挫折。近些年，国际市
场需求回暖，苎麻产品受到追捧。4 年前，莲
荷塘村党总支带领村民抓住机遇，引进龙头
企业，成立苎麻种植专业合作社，流转800多
亩土地种植苎麻，实现了产销一条龙。

“全镇2019年新增油茶林1000亩，新老
油茶林达4万亩。我们还大力发展金银花、稻
虾、长豆角等产业。”龙潭桥镇党委书记王利
民告诉记者，该镇积极探索“党建+”模式，把
生态、脱贫、产业等工作结合起来，有效激活
了乡村治理，助推各项工作干在实处、走在前
列。

龙潭冬日胜春朝

湖南日报12月12日讯（见习
记者 肖畅 通讯员 肖晔）今日上午
8 时，湘乡市中沙镇易地扶贫搬迁
集中安置区，罗田初和老伴准备出
门。去年 12 月从住了近 40 年的山
区老房子搬到安置区，罗田初和老
伴在家门口的扶贫车间找了份工
作。“住上好房子，摘掉穷帽子，如今
日子越过越红火哩！”罗田初高兴地
说。

“今年，我们将易地扶贫搬迁作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头号工程’来
抓，工作重心由‘搬得出’转向‘稳得
住、能致富’。”湘乡市发改局相关负
责人刘立坚介绍，该市安排专项资

金 400 万元，用于扶持搬迁户就业
创业。在安置点因地制宜发展种养
业及加工业，鼓励经营主体吸纳有
劳动能力、有就业意愿的搬迁对象
就业。对有产业发展意愿和能力的
搬迁户，则鼓励龙头企业、农民专业
合作社、种养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
为他们提供种子种苗、生产技术、订
单收购等服务。同时，为搬迁户免
费开展“订单式”“定向式”技能培
训，并组织定点招聘、专场招聘等。

目前，湘乡市 261 户易地扶贫
搬迁户已全部实现脱贫。2016 至
2018 年，该市易地扶贫搬迁工作连
续3年被评为省“一类单位”。

住上好房子 摘掉穷帽子
湘乡市261户易地扶贫搬迁户全部脱贫

12月12日，隆回县纪委监委负责人在荷香桥镇桐木桥村向群
众了解农业补贴等扶贫政策落实情况。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中，该县纪检监察干部主动下沉到乡镇（街道）、村组（社
区），摸排问题线索，为民排忧解困。 王昆 向龙海 摄影报道

12月12日，临澧县安福街道纪委工作人员走访群众，了解现代农业产
业园建设情况。近年，该县纪委监委在日常工作中传承“四下基层”优良作
风，将群众反映的民生实事落到实处，增强群众获得感。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通讯员 陈国华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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汨罗贫困户易地扶贫安居乐业
湖南日报 12月 12 日讯（通讯

员 黎自强 霍晶）“感谢党和政府，让
我住上了好房子！”11 日，汨罗市川
山坪镇燕塘易地扶贫搬迁二期安置
房 8 栋 3 楼 1 号的张放明，在阳台上
晒起了腊鱼腊肉。白墙黛瓦，朴素简
约，10 余栋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房静
卧在山脚下。和他一起喜迁新居的，
有38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近年来，汨罗市围绕“搬得出、稳
得住、能脱贫”目标，全力保障易地搬
迁贫困户安居乐业。“十三五”以来，
全市 1713 户 5752 名贫困对象顺利
入住新家，过上了新生活。

汨罗市组织相关职能部门调研，
征求群众意见建议，在市区周边人口

聚集、配套完善、有产业基础的 9 个
乡镇，精心选定集中安置建设点 16
个。该市邀请省建筑科学研究院对安
置房的户型、外观进行整体设计,邀
请搬迁群众全程参与安置区的规划、
建设和日常监管，对安置房进行简单
装修，实现搬迁户拎包入住。

为让易地扶贫搬迁户稳定脱贫，
汨罗市深入开展产业扶贫。2016 年
和 2017 年，按 1.3 万元/人配套后续
帮扶资金，选取 29 个经济效益好的
企业和经济合作组织，采取入股分红
的模式进行委托帮扶，确保每名搬迁
对象每年分红不低于3000元。全市
18个扶贫车间，有7个建在安置区或
附近，实现搬迁户“家门口就业”。

湖南日报 12月 12 日讯（记者
周俊 通讯员 罗熹）12月11日，娄底
经开区纪委组织复核督查组对辖区
内贫困村进行走访，了解群众对扶贫
干部的意见和建议，着力化解群众心
里的“疙瘩”。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中，娄底经济开发区将整改落实作
为重要突破口，通过发挥纪检部门的
监督执纪作用，从具体人、具体事入
手，全力解决群众关心关注的作风和
贪腐问题。对标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要
求，重点对全区各单位 2015 年以来
违规公款吃喝、收送红包礼金、发放
津补贴和奖金补助等 8 个方面进行
自查自纠，及时整改处置；开展扶贫

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整治，从资
金、项目、驻村帮扶干部作风、“两不
愁、三保障”落实、结对帮扶工作情况
等方面精准切入，发现问题线索 79
件，追缴资金57.571万元。全面强化
工作效能，对工作敷衍塞责、推进不
力的相关责任人一律严肃追责问责，
坚定不移纠“四风”，有效整治了“庸、
懒、散”等问题。

娄底经开区全面完善细化各项
内控及业务审批制度，督促相关区直
部门和投资集团制定完善工资津贴补
贴、评审费、伙食补贴、考勤等系列制
度。目前，该区各单位共修订制度65
个，不断扎紧制度笼子，防止权力任
性，群众和企业办事更加便捷舒心。

娄底经开区：
挥剑贪腐和作风问题

湖南日报 12月 12日讯（记者
李曼斯 通讯员 龚再蓉 赵文波）昨
天，记者从宁乡市财政局获悉，今年
1-11 月，该市通过“一卡通”平台发
放扶贫补贴 5095.86 万元，涉及 13
个项目、建档立卡贫困户16.56万户
次，有力助推了全市脱贫攻坚战的深
入开展。

近年来，依据积极、稳妥、有序、
规范的原则，宁乡市多措并举，确保
发放到个人的各类扶贫补贴都通过

“一卡通”安全高效发放。2018 年，
该市将惠农补贴发放由一卡一折
(单)升级为两卡两折，一个星期内新

增发放扶贫补贴明白卡、折各 2.15
万张。今年，将惠农补贴“一卡通”系
统全面升级为惠民惠农补贴“一卡
通”系统，确保所有发放到个人的扶
贫补贴都通过“一卡通”发放，每发一
笔补贴都免费发送提醒短信,并通过

“互联网+监督”平台公开。
此外，该市还在乡镇街道的政务

服务中心及城区市民之家，配备 30
台扶贫惠农补贴查询自助服务终端
设备，方便群众查询。在扶贫补贴发
放前，各村（社区）以组为单位公开各
类扶贫补贴资金明细，进一步增强补
贴发放的透明度。

宁乡贫困户获5000余万元补贴

田间地头听民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