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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4月18日讯（记者 李
永亮 通讯员 凌应良 芦述进）“一
个月能挣 2000 多元，还能照顾家
里，真的蛮好！”4 月 17 日，匡月娥高
兴地告诉记者。匡月娥是株洲市渌
口区龙门镇狮凤村建档立卡贫困
户，在当地人社部门组织的送岗下
乡招聘活动中，成功应聘为渌口区
立信家政公司一名养老护理员。目
前，株洲市 5.66 万名就业贫困劳动
力全部复工，实现整体清零目标。

株洲市坚持疫情防控和脱贫攻

坚两场“战役”一起打，多措并举促
进企业有序复产，助力贫困劳动力
复工就业。该市人社局通过株洲人
才网、市人社局官网、株洲人社微信
公众号同步开展“春风行动·百企万
岗”线上招聘活动，打造“就业服务
不打烊、网上招聘不停歇”服务模
式。企业和求职者通过网络进行招
工登记、求职报名及政策咨询，实现
供需精准对接。截至目前，共推送
3.58 万个岗位信息，帮助 1.02 万人
实现就业。

从3月开始，株洲市开展“百人百
企进百村”就业扶贫攻坚行动，整合市
县人社部门、驻村工作队等力量，派出
5支攻坚小分队，深入5个县市区，在
19 个乡镇（街道）召开招聘会，辐射
440个村（社区），参加企业577家，提
供岗位 5.61 万个次，达成就业意向
4926人，其中贫困劳动力1312人。

株洲市成立工作专班，组织县
市区开展农村劳动力资源供给清
单、农民工集中出行需求清单、企业
用工需求清单“三个清单行动”，采

取统一包车、分批输送的方式，实行
“点对点、一站式”直达包车模式，做
好特殊时期城乡劳动力转移就业

“保姆式服务”，先后开行“返岗直通
车”“复工专列”219 班次，接送农民
工4861人次。

此外，株洲市还鼓励扶贫车间、
爱心单位、扶贫基地等，为贫困劳动
力开发就业岗位。目前，该市31家就
业扶贫车间、33 家就业扶贫基地全
部复工，分别吸纳贫困劳动力 595
人、939人，返岗率均为100%。

5.66万名贫困劳动力全部复工株洲

湖南日报4月18日讯（记者 肖
霄 通讯员 罗佳成 杨贵新）“我去
年当上护林员，加上之前种养业、务
零工等收入，全家年收入有 3 万元，
超过了脱贫标准。”4 月 15 日，隆回
县高平镇杨桥村贫困户李元与前来
走访的扶贫工作队员算起收入账。

隆回县自2016年启动生态护林
员以来，累计争取生态护林员补助
资金 2404 万元，全县有 1100 余名
贫困人口当上生态护林员，走上脱
贫之路。

今年来，在实现高质量摘帽的

基础上，该县加大扶贫领域资金项
目倾斜力度，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促
就业、强保障，助力高质量脱贫。

3 月 13 日至 15 日，该县组织 10
趟免费高铁专列，帮助 6100 余名农
民工（贫困人口 870 人）返岗。目前，
全县春节返乡的 51957 名贫困劳动
力返岗复工率达92.8%。

为巩固脱贫成果，隆回县加大
就业政策扶持力度，帮助贫困户稳
岗就业，让劳务收入成为贫困户稳
定收入来源。在原有的 74 个扶贫车
间基础上，再建设10个扶贫车间，让

贫困户迈出家门进厂门；发展 100
个家庭作坊，大力组织来料加工，让
贫困户在家里创收；培训 1000 名劳
力，组织贫困户劳务输出，实现一户
一人稳定就业。

紧扣全省千亿产业培育计划，
结合区位自然条件、种植传统，该县
加快推进食用菌、魔芋、蔬菜、辣椒
等扶贫产业建设。全县 242 家企业、
合作社参与产业帮扶，带动 13 万余
名贫困人口就业，实现人均稳定增
收1000元以上。

从3月起，该县坚持“责任不改、

标准不降、力量不减”，在原有的工
作布局安排和队伍稳定的基础上，
对 109 个村和 8 个易地扶贫搬迁集
中安置点进行挂牌督战。4 月初开
始，组织县行业扶贫部门和县、乡、
村三级帮扶干部开展“回头看”，对
排查出的问题及时清零。

隆回县扶贫办主任吴厚宾介
绍，目前全县未脱贫人口还有 3345
户 7725 人，该县将继续增强综合
保障力度，应保尽保，应兜尽兜，确
保在 6 月底前所有贫困户均达到脱
贫条件。

多举措助力高质量脱贫隆回
确保在6月底前所有贫困户均达到脱贫条件

湖南日报4月18日讯（记者 周
俊 邹娜妮 通讯员 刘明 王昆）4月
15日清晨，海拔1000多米的新化县
天门乡金石村云雾缭绕，十几名采
茶女在茶园里忙碌，一片片芽叶裹
着春天的气息，生机勃勃。“今天天
气好，多摘一点，一天下来至少能挣
150元。”贫困户廖美香喜笑颜开，她
在茶园务工2年，已稳定脱贫。

茶叶是新化县农业三大支柱产
业之一，茶园面积突破 8 万亩，去年
产 值 超 过 7.5 亿 元 ，带 动 6036 户
20149名贫困户增收。2017年以来，

该县每年安排带贫减贫奖励资金
800 万元，鼓励农业龙头企业、合作
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产业扶
贫，茶叶、稻田养鱼、生猪等产业得
到迅猛发展，贫困户自主脱贫能力
得到进一步增强。

今年初，新化县脱贫“摘帽”，剩
余未脱贫人口还有10116人。为确保
6月底前所有贫困人口户户有增收、
人人有保障，新化坚持“一盘棋”谋帮
扶，从推进就业、打造扶贫产业等方
面拓宽增收渠道，对 10 个乡镇、137
个村、20个易扶点实行挂牌督战。与

此同时，补齐教育、医疗、安全饮水等
保障短板，逐步建立健全脱贫长效机
制，全力让脱贫工作持久“保鲜”。

按照“返岗复工就业一批、扶贫
车间吸纳一批、公益岗位托底一批”
思路，新化县多条腿走路，推动就业
扶贫。目前，全县有劳动意愿和劳动
能力的建档立卡贫困户、边缘户实
现每户至少1人就业。

让产业发展可持续、贫困户增收
可持续，新化采取“合作社+贫困户”

“龙头企业+贫困户”模式，提高产业
扶贫的组织化程度；利用消费扶贫公

共平台，通过以购代捐、以买代帮的
方式，常态化组织社会各界采购，打
造“永不落幕的农博会”；“志”“智”双
扶，确保有生产能力的贫困家庭发展
1至2个增收见效的短平快产业。

不落一户、不漏一人，新化已全
面开启“回头看”工程，落实低保、医
保、临时救助等综合社会保障政策，
广泛开展“亲帮亲、户帮户”爱心活
动，多条线兜底织密保障体系。依托
城乡网格化建设，新化密切监测返
贫动态，第一时间发现致贫返贫风
险隐患，筑牢返贫“保护墙”。

全力让脱贫持久“保鲜”新化
拓宽增收举措 补齐保障短板

通讯员 谢静 曾州澍
湖南日报记者 杨军

“我得赶紧把油拉回去，等春耕结束
后再请你喝茶，感谢你们为春耕生产帮了
大忙！”4月 16日，谢国军在中石化益阳石
油分公司营销管理部买了10吨柴油后，对
营销管理部主任秦学军说。

谢国军是益阳市赫山区岳家桥镇的种
粮大户，也是赫山区拾穗园水稻种植专业
合作社负责人，他种植了 2000多亩水稻，
有旋耕机、插秧机、烘干机等农机 15 台

（套）。今年春耕备耕，农业机械的用油和防
疫物资是他最关心的问题，“我的地多，没
油，农机跑不起来。没有防疫物资，工人开
不了工。耽误了春耕生产，还不急死人？”

3月初，谢国军打电话向秦学军求助。
“秦主任，您那里还有口罩吗？能不能卖一
点给我，我这边已经停工一天了。”

“老谢，不用急，我这里有口罩。对你
这样的农业用油大户，我们公司提供防疫

物资方面的支持。”当天下午，秦学军驱车
30 多公里，将口罩、除菌剂等一批防疫物
资免费送到谢国军手上。

4月 10日傍晚，谢国军又给秦学军打
电话，语气中带着一丝焦虑：“秦主任，家
里的柴油用完了，我这边几台农机明天等
着油下田。白天我忙得没有时间来买油，
你们油库晚上还发油吗？”

“没问题，不管多晚，你随时来都可以
买到油。”谢国军赶到油库时，已经是晚上
10时30分。顺利提到油后，他握着油库主
任的手连说了三声“谢谢！”

今年春耕备耕以来，中石化益阳石油分
公司各站点开辟春耕生产用油“绿色通道”，
延长人工服务时间，合理安排农户“错峰”加
油，做到防疫、服务、经营“三不误”。该公司
总经理杨庸生说，益阳是农业大市，今年早
稻种植面积大幅增加，保障春耕用油、服务
好农户是国有企业应尽职责。据了解，今年3
月，该公司柴油销量同比增长10.9%，增幅
在全省中石化系统排名前列。

为春耕“加油”为大户解忧

通讯员 周敏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4月 18日，汨罗水库名贵鱼类繁殖场
一派鱼跃人欢景象，水产经销商纷纷驱车
前来，将刚起网的青鱼、草鱼、鲫鱼收购一
空。一筐筐活蹦乱跳的鲜鱼被装进增氧活
鱼运输车里，发往福建、安徽、江苏等地。

“湘鲫品质好，俏销！”这些天，渔场负
责人张伟陷入“幸福的烦恼”：一网上岸，
5000多斤鲫鱼刚刚装车发往江苏，本地渔
贩子又电话催着要货，他却舍不得再出售。

“天气转暖，湘鲫格外受宠，除了本地客户
青睐，外省客户也纷纷下单。”张伟说，“最
关键的是，一个月前，自家渔场找到了‘婆
家’，接下大订单，才让我不得不‘惜售’。”

“婆家”是谁？是中国 500 强企业、大
型生鲜农产品流通集团企业——福建永
辉超市。“一星期保供3万斤，先期合同，订

单80万斤。”张伟说。
疫情逐步解除后，永辉超市鲜鱼供不应

求，特别是鲫鱼销售出现“断档”，不得不来
湖南调运，汨罗成为他们进货首选之地。“年
前，出货价每斤4.2元，现在每斤5.5元；未产
先销，有价有市。”每隔两天，出货1万斤，张
伟盘算，按照自家鱼苗成长速度，半年下来，
能供应50多万斤。

湘鲫是以洞庭湖区红鲫为母本、湘江
野鲤为父本杂交的特有品种，长速快，个头
大，肉质好，“永辉对鲜鱼要求严格，3次检
测达标，才下单订货。”这也让张伟十分欣
喜，对湘鲫养殖前景颇为看好。

张伟说，自家渔场复产复工后，市畜牧
水产服务中心组织技术人员深入养殖基地
查看疫情防控情况，进行生产指导和技术
服务，牵线搭桥寻找客户。目前，渔场已向
省内外客户供应鲜鱼20万斤。

幸福的烦恼
——汨罗水库名贵鱼类繁殖场见闻

非遗传承人“直播带货”
4月18日，湖南雨花非遗馆，江永女书传承人李爱莲（左）在进行“直播带货”。目前，

李爱莲每周坚持直播三四场，推广女书系列文创产品，科普女书相关知识，走出了一条非
遗推广的新路子。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刘琛 摄影报道

▲ ▲（上接1版①）

链式复苏，13条产业链
初显生机

春风吹拂，结伴复苏，产业链上
出活力，添动力。

位于湘潭经开区的湘潭地通焊
接生产线上，发那科焊接机器人“复
工”忙，火花飞溅中，产品数秒下线。
地通集团董事长余德友介绍，企业来
湘潭12年，平均4年建1个分厂，计划
今年将位于台州的公司总部搬到湘
潭来，筹划上市。“上游有华菱涟钢，
60公里车程，原材料可直达厂区。下
游有吉利汽车以及上千家汽车零部
件配套企业，每年订单稳定在 3 亿元
以上，完备的汽车产业链条是企业发
展的底气。”余德友说。

有企业抱着“产业链”发展，有企

业抱着“龙头”企业发展。“疫情防控
期间，我们有一批产品需要运往鄂
钢，最终花费了平常 10 倍的运输费
用，才将产品顺利送达目的地。”湘钢
瑞泰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说，抱着华
菱湘钢这棵“大树”，企业将疫情影响
降到了最低。记者走访湘潭多家钢
材深加工产业链上的企业，他们的普
遍共识是，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应
对，构建更加稳定的供应链关系，形
成企业抗击风险的“命运共同体”，是
产业链迅速复苏的“法宝”。

湘潭市目前形成 13 条工业新兴
产业链，每条产业链都有“龙头”企业
带动。疫情来袭时，有完备的产业体
系，供应链不掉链子，产业才能复苏
快。日前，《人民日报》以“龙头带动，
行业跟进，激活产业‘链’式反应”为
题，对湘潭产业的“链”式复苏进行了

专题报道。

四补八扶，“奋战100天，
力争‘双过半’”

“哒哒哒……”口罩机发出短暂
而急促的声响，湖南天士力民生药业
有限公司 9 条口罩生产线，正在加紧
生产，日产能 6 万只口罩（含儿童口
罩）。口罩的生产需要生产设备、生
产原材料和熟练工人……当地部门
形成合力，向国家、省市有关部门争
取支持,千方百计协调解决口罩机、熔
喷布、许可证办理和用工等问题，用
最快速度使企业达产增效。当地口
罩企业一个月增加到 7家，日产能 80
万只。帮助口罩企业迅速恢复产能，
是湘潭市推动企业帮扶的一个缩影。

将疫情的影响降到最低，把疫情
耽误的时间抢回来。湘潭展开“奋战

100天，力争‘双过半’”攻坚战。湘潭
市委书记曹炯芳说：“我们要力争做
到‘四补’，即灾害损失灾后补，三产
损失二产补，存量损失增量补，总量
损失质量补。”

目前，湘潭市又创新推出“八扶
八培”工作法，即扶中小微培“独角
兽”、扶链条培‘龙头’、扶产能培规
模、扶品牌培市场、扶技改培‘硬核’、
扶创新培人才、扶业态培产业、扶环
境培机制。湘潭市工信局副局长徐
德英说：“‘八扶八培’落实到具体工
作中，标准更高，目标更强。”

春日梧桐凤早栖。强帮扶，优服
务，营造“温柔以待”的营商环境，好
项目纷至沓来。3 月份，湘潭经开区
21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湘潭高新区
18个重点项目开工；湘潭天易经开区
9 个项目开工……一个月内，该市
100 多个重点项目全部破土动工，形
成你追我赶态势，提前打响“奋战100
天，力争‘双过半’”攻坚战。

唤得春风吹柳绿

▲ ▲（上接1版②）
据了解，近年来，雨花区还以创建“三

零社区”（居民零上访、安全零事故、治安
零发案）为抓手，探索建立“小区党组织、
业主委员会、业主监事会、物业公司”四方
联动机制，多个方面涉及居民切身利益的
事项在联动中商量解决。该区刑事发案
从 2012 年 15506 起，下降到 2019 年 7831
起，下降了近一半。

推进专业化

社会治理，如果只是政府“独唱”、社
区“包办”，解决问题可能不及时、不精准，
居民也许会不“买账”。为此，雨花区大力
引进社会组织，提供专业化指导。

去年，雨花区在全省率先提出“分类
治理”模式。将全区 126 个社区分为老旧
城区居民型、单位型、商贸型、保障性住房
型等 7 个类型。针对不同类型，培育不同
的社会组织，引入不同领域的社工，推行
各有侧重的治理模式。

洞井街道丰园社区属于保障性住房
型 ，社 区 居 民 中 残 障 人 士 、低 保 户 占
80%。在 4000 多平方米社区办公楼里，6
家专业社会组织占据了 70%的场地。社
区工作人员说：“我们尽量争取办公面积
最小化、服务场地最大化。6 家专业社会
组织服务各有侧重，有的服务自闭症儿
童，有的帮助残障人员康复，还有的帮助
残疾人就业等。”

在雨花区，社会组织成长的土壤日益
肥沃。该区对科技类、公益慈善类等 4 类
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对社会团体申请筹
备审批环节、民办非企单位预先核准环
节，直接取消；社会组织成立、变更、注销
登记等时限，从 60 个工作日缩短至 10 个
工作日。目前，该区社会组织发展到1600

多家，数量居长沙市第一。群英会、“邻里
坊”……一大批在全省叫得响的服务品牌
逐渐形成。

铺好一张“网”

网格化早已不是新词，但网格化在雨
花区“旧瓶装新酒”，有着新的诠释。

从2017年起，雨花区在城市管理领域
试水网格化，重点针对占道经营、流动摊
贩等开展治理，解决原先区域和条块间管
理责任主体不明晰的问题。

雨花区共划分 176 个大网格，下设
837 个网格单元。随着新建小区、新建楼
栋雨后春笋般涌现，入住雨花区的居民越
来越多，“网格长”逐步细分出“楼栋长”，
现在还延伸出“单元长”。“‘单元长’的出
现，让居民有事‘找得到人’，能快速、便捷
地反映、解决居民诉求。”井湾子街道井湘
社区工作人员介绍。

雨花区还在城管领域“试水”，陆续投
入使用10多个网格化平台和系统。在“河
长制”、联勤执法等方面，网格化也得到广
泛应用。

“遍地开花”虽然延伸了触角，但也存
在部署不统一、职能有重叠、投入有重复等
问题。去年 7 月，雨花区抓住机构改革契
机，开长沙市先河，在区级层面成立网格化
综合服务中心，统一推动网格化治理。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召开后，雨花区
着手打造“多网合一”网格化综合管理平
台。这是一个囊括多个区属部门、13个街
道（乡镇）的网格平台，可以为各入网单位
提供统一的系统运行和开发应用环境，实
现全区基层治理数据资源高度整合，形成

“网格吹哨、部门报到”的工作合力。据了
解，该平台在今年2月初试运行，在疫情防
控与企业复工复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群策群力解民忧

▲ ▲（上接1版③）
从原种母猪、健仔率、新增数等

指标来看，沙子岭母猪跑出了加速
度。湘潭市家畜育种站站长谭红说，
能繁母猪扩张，带动全市生猪产能快
速恢复。

新建大猪场，一路“绿灯”

去年，新湘农公司与湘潭市政府
签订协议，未来3年，公司沙子岭猪年
出栏要达到30万头。

为实现这一目标，公司租下 5 个
闲置的猪场，抓紧恢复产能；并在湘
潭县的射埠和湘乡市的翻江、壶天等
乡镇选址，新建3个年出栏10万头的
大型猪场。

一季度，5 个闲置猪场已恢复到
满负荷生产。公司总经理李必栋带
着记者沿易俗河、谭家山至梅林桥一
线察看，破旧的栏舍全部翻新，新上
全自动喂料线，每个万头猪场只需 3

名员工打理。
“生猪产能恢复，政府很重视，我

们更着急。”李必栋说，猪价这么好，
谁都想多养猪。5 个猪场满负荷生
产，年内每个猪场至少可出栏 3000
头生猪，还要选留 3000 头母猪，供应
正在新建的射埠猪场。

当前，养猪赶上了最好的时候。
省政府出台“十二条”生猪生产扶持
政策，市里加大奖补，从项目资金、养
殖用地、金融保险、交通运输等全方
位，给予生猪产业发展最优惠的政
策。

令李必栋感动的是，3 个新建猪
场审批，相关职能部门一路“绿灯”，
随到随办；主管部门市农业农村局每
月调度，有些难题还可向市领导反
映，新猪场建设十分顺利。

投资近亿元的射埠猪场，设计年
出栏生猪10万头。李必栋称，新建猪
场牵涉租地、迁坟，过去想都不敢
想。眼下，各项基础建设加快推进，

年内可望投产，明年夏天首批生猪出
栏。

壮大沙子岭猪，迎来良机

湘潭作为全国养猪大市，生猪年
出栏 220 万头左右。市政府决定，未
来几年，重点壮大沙子岭猪，实现年
出栏 100 万头以上，占到全市生猪的

“半壁江山”。
作为保种与开发的“总设计师”，

吴买生十分清楚，沙子岭猪扩至年出
栏 100 万头，既要靠大企业发力，还
要“以大带小”，带动中小规模猪场增
养。

对中小规模猪场而言，防疫是一
道难过的坎。市里扶持新湘农公司，
打造 5 级防疫样板，探索可推广的经
验。

在湘潭新湘农公司的梅林桥猪
场，员工从两公里外就开始对运送猪
饲料的车辆喷雾消毒，为猪场构筑第

一道“防线”。
紧接着，猪场大门前设置方形

消毒池，进场车辆涉水而过，对轮
胎 消 毒 ；进 入 猪 舍 必 经 喷 雾 消 毒
间，所有人都必须消毒三分钟；猪
场 招 聘 来 的 技 术 员 要 隔 离 居 住 两
天；猪舍一周消毒三次。为防带病
毒的蚊虫叮咬，猪场还用上了防蚊
网。

按照市政府的安排，湘潭新湘农
公司抓紧制订防疫标准。一旦种猪、
栏舍、防疫等环节全部标准化，公司
就选择加盟户，带动中小规模猪场饲
养沙子岭猪，迅速做大做强。

“从市场行情、政策扶持来看，沙
子岭猪发展迎来了巨大良机。实现
年出栏 100 万头目标，百亿产业指日
可待。”吴买生对此信心十足。

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起来。这
不仅是沙子岭猪的良机，也是全省生
猪产业发展的良机。

据初步统计，一季度全省生猪存
栏、能繁母猪存栏分别达到 2840 万
头、286 万头，连续 6 个月保持增长，
生猪产能正加快恢复。

沙子岭猪“抢跑”产能扩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