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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湖南日报5月 20日讯（记者
欧阳倩 通讯员 刘健雁）日前，在
长沙市雨花区体育新城社区会议
室，100余名居民分散坐着，仔细为
摆在他们面前的调查问卷作答。

“问卷没有固定模板，根据各社区
（村）实际情况设置，关注点不同、
题目各异。”雨花区委组织部负责
人介绍，这是该区为收集群众意
见、倒逼基层党组织积极作为的创
新之举。

这是体育新城社区开展的第
二场问卷调查。此前，在第一次问
卷调查中，群众普遍反映，社区周
边7条道路路面破损、拥堵频繁，且
居民楼老旧、基础设施不全、物业

与业主矛盾突出。雨花区相关部门
收集这些问题后，为社区量身定制
解决问题的办法：不仅移交解决关
系百姓出行的道路问题，还引导建
立小区党支部，推动党员们主动作
为，为居民们帮难解困。整改效果
如何？这次问卷调查，居民的评价

“火辣辣”：“道路问题还在推进”
“党员活动比较少”……

“从党组织作用发挥到办实事
效果、党员作为都是问卷内容。通
过问卷调查，基层党组织可更有针
对性地服务群众。”雨花区委组织
部负责人介绍，这一方式已在7个
社区（村）进行试点，接下来将在全
区推广。

湖南日报记者 李曼斯

“老板，有多少贫困户在果蔬
基地做工？每个月收入有多少？”

“大概 5 至 6 户贫困户在我们
这帮忙，收入一般是400至800元
不等，大家都很满意。”

5 月 15 日，宁乡市委第十二
巡察组在该市横市镇望北峰村走
访时发现，通过产业扶贫、土地流
转、农产品购销等方式，全村 164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如期脱贫，并
实现了从精准扶贫向乡村振兴的
蜕变。

今年 4 月底至 6 月底，宁乡市
派出23个巡察组，对23个乡镇（街
道）所辖219个村级党组织开展巡
察，同时成立6个村级巡察指导组，
对村级巡察工作进行指导。巡察干
部走入田间地头、街头巷尾，推动

巡察向村（社区）延伸，发现并推动
解决群众最关心、反映最强烈的问
题，让群众感受到监督就在身边。

本轮巡察牢牢聚焦脱贫攻坚
政治责任，强化扶贫、民生领域监
督执纪问责和监督调查处置。重点
对村级党组织是否落实好扶贫相
关政策情况，村干部是否做好脱贫
攻坚责任落实工作情况，驻村帮扶
和结对帮扶是否扎下来沉下去，当
地群众是否满意等情况进行监督
检查。同时,积极推行立行立改巡察
工作机制，督促被巡察单位在限期
内解决问题。

开展村级巡察以来，宁乡市抽
调200名干部投入巡察一线，共反
馈并推动扶贫领域问题整改 112
个，移送纪检监察机关扶贫领域问
题线索 10 条，给予党纪处分 4 人，
问责处理2人。

湖南日报 5月 20日讯(记者
赵志高 通讯员 祝继冠 刘杰华
曾军)“太感谢政府了，这么快帮我
找到了工作。”5月17日，靖州三锹
乡菜地村建档立卡贫困户潘家玉，
在当地人社局部门的帮助下，高高
兴兴到郴州市南方水务有限公司
上班，月工资5000余元。

3 月初，潘家玉坐上“点对点”
返岗专车来到广东美的电器集团
上班，但因国际疫情蔓延，公司订
单缩减，他被老板裁员，再次回乡
待业。其间，潘家玉免费参加县里
组织的电工培训，顺利实现“二次
就业”。据统计，今年4月份，该县有
132 人从沿海返回靖州待业，其中
贫困劳动力46人。

近年来，靖州把贫困群众就业
摆到突出位置，在每个村聘请1名
村干部担任“就业扶贫信息员”，专
门对接县就业服务中心，“靶向”帮
扶贫困群众就业。一方面根据待业

人员的劳动技能、就业意愿与企业
不同的用工需求进行精准对接，匹
配就业岗位，将“饭碗”送到他们手
中;另一方面免费提供技能培训，让
贫困群众学一技之长，多一条增收
路子。同时，设立公益专岗特岗，引
进“扶贫车间”，扶持自主创业，让
贫困群众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

靖州寨牙乡汕头村8组贫困户
石顺杰之前在广东省一家小型电
子厂务工。今年因疫情，工厂4月份
停产，他也回家待业，一家人生活
很困难。县里得知后，安排工作人
员和驻村干部到石顺杰家中，对其
进行职业推荐和职业指导，并安排
专车送他到湖南蓝思科技公司上
班，每月工资5000余元，防止了一
起返贫事件发生。

目前，靖州建档立卡贫困户就
业 形 势 良 好 ，全 县 贫 困 劳 动 力
24152人，已转移就业18925人，没
有一名贫困户因疫失业。

湖南日报记者 蒋睿

5月12日，湘潭经开区九华街道红旗社区。
随着一轮旭日缓缓升起，街头巷尾逐渐“苏醒”。

“坚哥，早啊”“坚伢子，吃早饭了么”“坚叔
叔，早上好”……上班途中，社区居民纷纷跟一
位中年男子打招呼。他，便是社区第二党支部书
记欧阳坚。从事社区党务工作两年半来，他坚守
基层服务一线，用真心默默奉献着，赢得了居民
的尊重。

早出晚归，67天不间断

“辖区共有1400多户居民，我们支部党员分
工负责，逐户摸排，不落一户，不留死角。”从农历
正月初一起，欧阳坚和支部党员就奔走在社区大
街小巷，入户摸排，值守卡点，发放宣传册和防疫
物资……67天不间断，每天早上出门、深夜归家。

“社区疫情防控面临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
双重压力。摸清人员往来史，分门别类进行管
理，执行起来不容易。”欧阳坚说，他在入户摸排
中了解到，社区有6户家庭的成员将在3月初从
海外回来，疫情输入风险加剧。

海外回来的留学生李嘉莉告诉记者，3月6
日，她辗转几趟飞机后抵达长沙黄花国际机场。
当天，欧阳坚带着李嘉莉的父母，开着两台车来
接她。居家隔离的日子，欧阳坚和支部党员充当

“跑腿员”，只要一个微信或一个电话，就会帮忙
代购防疫物资、日常用品。“这样的服务，在国外
是不会有的。”李嘉莉竖起大拇指说。

贴心服务，献上一片真情

“乾老在家吗？我来看你了。”欧阳坚走进
门，85岁的老党员肖丙乾见了他咧着嘴笑。

“你看，我爷爷还记得你呢。”肖丙乾的孙媳
妇刘玲说，老人去年患脑梗，右半身瘫痪，记忆
力退化，只有见到特别熟悉的人才会笑一笑。肖
丙乾患病前，欧阳坚每月上门给他送学习资料、
唠家常。患病后，欧阳坚来得更勤了，还时常带
些油、米等物资。

除了老党员，欧阳坚也牵挂着社区的残疾
儿童。

今年10岁的小伍是湘潭市特殊学校学生。
由于父母离异，照顾她日常生活的重担落在母
亲身上，生活艰苦。为了帮助这对母女，欧阳坚
联系街道妇联和爱心企业进行长期帮扶，还安
排自家姑姑进行“一对一”帮扶。

坚持巡查，守护一渠碧水

在微信运动步数排行榜上，欧阳坚时常登
顶。只要天气好，他就会去红旗社区争光渠、双庆
渠巡查。一年中，他在这两条渠道上走了100多
公里。

“以前，这两条渠道渠水浑浊，水草丛生，垃
圾遍布。”欧阳坚说。为改善渠道环境，他叫来挖
机清除渠底淤泥，发动支部党员定期下渠除杂
草、捡垃圾。经过大家共同努力，水渠重现鱼虾
逐清波的景象。

渠里鱼虾繁衍，又引来一些人电捕鱼。欧阳
坚与党支部成员协商后排班列表，开展打击电
捕鱼专项行动。一年来，制止了 10 多起电捕鱼
行为，如今电捕鱼已难觅踪迹。

湖南日报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单明海

“教育团拜会开始，请‘十星级文明户’唐
知松为优秀学子颁奖。”5月15日下午，宁远
县仁和镇舂水村活动中心举行“教育团拜
会”，会上气氛热烈，50多名村民、乡贤等聚集
一堂，表彰优秀学生、资助困难学生。

舂水村重教尚学风气浓厚。2010年开始，
该村每年农历正月初六都要举行春节教育团
拜会，表彰优秀学生，捐资助学。今年受疫情
影响，团拜会没法如期举行。“教育团拜会不
能断。”该村乡贤、教育团拜会发起人唐德绵
说。疫情风险降低后，他逐户摸排困难学生状

况，积极发动村民继续捐资助学。
当天教育团拜会上，特地从广东赶回来

的唐小平捐款1万元。他说，好村风要传承，自
己不能缺席。

一些确实无法赶回家的村民，纷纷在微
信群里捐款。当天，全村共收到捐款7万余元。

“以前我是坐在场边的观众，今天我也能
领到村里颁发的奖学金了，心情非常激动!”去
年考入东北大学的陈晨说，“我会更加努力学
习，以后尽己所能帮助村里的弟弟妹妹们。”

当天团拜会上，共有21名困难学生获得
资助，34名优秀学生获得奖励，还有6名星级
文明户受到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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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熊小平 周俊 龚雅丽
通讯员 朱育龙 陈峰

5月19日上午，娄底市娄星区楂
林村，振联养鸡基地全自动鸡舍内，工

人轻轻按下按钮，调制好的饲料自动“送”
进食槽。紧接着，一枚枚鸡蛋从鸡舍内

“走”出来，脱贫户盛胜雄和工友一起将鸡
蛋捡拾到蛋托上。这是娄星区贫困户就业
脱贫的一个场景。

截至 2019 年底，娄星区已有 15041
名贫困人口通过各种方式脱贫，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中，仅剩433人未脱贫。

娄星区地处湘中，属城乡接合市辖
区。该区立足实际，整合力量立体帮扶，全
力以赴确保区内所有贫困户如期、稳定、
高质量脱贫。目前，26个贫困村已经全部
出列。

扶贫扶志又扶智

“感谢干部，送来猪仔帮助我们脱
贫。”5 月中旬，看着活蹦乱跳的黑猪仔，
娄星区水洞底镇石脚村贫困户曾立国喜
笑颜开。了解到他们4户贫困户有养猪脱
贫想法，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驻村扶贫干部
送来8头猪仔。

“饲养猪仔只是一个开始，通过勤劳
致富，尽早带动大家脱贫才是目的。”看着
曾立国把猪仔装进篮子，石脚村第一书
记、扶贫队长郑剑鼓励他发展产业，争取
早日脱贫。

脱贫攻坚，人是最关键的因素。娄星
区从顶层设计入手，筑牢基层党组织基
础，采取扶志与扶智相结合,严格按照精
准“识贫、扶贫、脱贫”工作要求，创新思
路，扎实推进，探索建立“五个一”模式：一
名主帅指挥、一张清单作战、一班人马驻
村、一套铁规约束、一抓到底争先。

“国家政策好，我也不能光坐着等别
人来扶贫，要自力更生，自己‘站’起来，自
己‘挣’幸福！”5月14日，记者走进贫困户
胡丰文家，他正拄着拐杖给鸡喂食。“这是
我养的 200 只鸡，旁边围栏里还有 50 多
只羊和猪。看着它们，心里别提有多踏
实！”

胡丰文因身患残疾，2014年被确定为

建档立卡贫困户。驻村工作队送他参加县
里的养殖技术培训班，帮他制定山羊养殖
计划。因缺资金，工作队又帮他了解金融
扶贫信贷政策，2018年4月，他向农商行
贷款5万元养殖山羊，年底就获利6万多
元。

娄星区共派155支工作队、常驻队员
336人驻村帮扶，由扶贫到扶心、扶志、扶
智，积极开展“人穷志不穷、脱贫靠自身”
自强自立教育活动，通过正向激励、加强
技能培训、改进帮扶方式，杜绝“保姆式”
扶贫，实现贫困户从“要我脱贫”到“我要
脱贫”的观念转变。

产业扶贫攻“堡垒”

5月14日，娄星区万富种养专业合作
社800亩经果林基地油菜喜获丰收，工人
们正在开镰收割。“油菜收割完，能有 30
万元收入，然后继续种上油葵等经济作
物，等待下一轮作物丰收。”基地负责人朱
应凡黝黑的脸上挂满笑容。

蛇形山镇万富村共有农业人口435户
1688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40户141
人。2017年,娄星区交通局帮扶工作队驻
村后，与村支两委组织流转800亩土地，
种上果树，发展扶贫产业。他们还发展林
下经济，套种油葵、油菜等经济作物。“村
里有了产业，我们不仅有固定土地租金，
还能在家门口上班，对于有种植意愿的，
基地还提供种子和技术给我们。”脱贫户
陈石林放下手中的活，高兴地告诉记者。

为了加大扶贫力度，娄星区累计投入
1358.38万元发展扶贫产业，采用“企业+
贫困户”模式，确保村级集体经济和贫困
户有稳定收入来源，做到“村村有扶贫产
业、户户有产业帮扶”，打造链条式产业扶
贫，留下不走的绿色扶贫队。

“利用互联网拓宽销售渠道，多渠道解
决农产品销售难的问题。”娄底万乐福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创办“湘村万乐”电商平
台，线上线下打通绿色农产品“进城”的广
阔市场，带动400多名贫困户创业和4523
名贫困户签订协议委托销售农特产品，帮
助贫困户年人均增收3000多元。

近年来，娄星区大力开展消费扶贫，
在生产、流通、消费各环节疏通堵点，形

成水果、蔬菜、油菜、花卉苗木、湘中黑猪
黑牛等 5 大支柱产业；积极搭建电商平
台，破解农副产品销售“最后一公里”难
题，让土特产变成“香饽饽”，让贫困群众
增收致富有门路、有奔头。

精准施策补短板

“你的血糖这么高，要经常用药，注意
控制饮食，明天带身份证来医院，我再帮
你好好检查。”5月13日，万宝镇儒阶冲村
村委会内，全科医生杨英杰为村民曾怀奇
进行体检时叮嘱道。

万宝镇现有25个村，9个全科医生开
展驻村服务工作，每人每周驻村一天，宣
传健康政策，提供基本医疗、公共卫生、家
庭医生签约等服务，基本实现“小病不出
村，大病不出镇”。

长期以来，为补齐贫困地区推进健康
扶贫工作短板，切实做好“因病致贫、因病
返贫”防控工作，娄星区积极推动全科医
生驻村服务和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3年
来累计为全区 115 个行政村派驻全科医
生开展驻村服务，已累计接诊、签约服务、
上门服务4万多人次，提升了村卫生室的
整体服务水平。

5月14日，暖阳当空，水洞底镇南桥村
村委会前，五保户童旺三正在等公交车去
镇里看病。“以前我们村只有一条窄水泥
路，路面坑坑洼洼，出行不方便。现在路面
加宽到了8米，还有公交车直接坐到市里，
看病也方便了。”童旺三满意地点点头。

要想富，先修路。自脱贫攻坚以来，娄
星区大力开展基础设施建设，补齐贫困地
区发展短板。自然村通水泥路已完成全部
建设任务，为加快城乡公交一体化建设，
已开通 15 条城乡公交线路，基本实现自
然村通公交车全覆盖。

“百日攻坚”补漏疏堵、“挂牌督战”凝
心聚力，娄星区脱贫脚步铿锵有力，百姓
生活越来越甜美。

实践教学有序恢复
5月20日，南华大学工程训练中心，大学生在上金工实训课。为确保实
训教学计划有序完成，该校在实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同时，根据学生志愿

返校参加金工实训学习的申请，分批组织学生返校上实训课。
曹正平 摄

“家门口”
就业

5月20日，通道侗族自治县独坡镇坎寨村，村民在扶
贫车间加工电子元件。该村地处湘桂黔三省的交界地带，闲散劳动
力多。2018年，返乡青年杨博均在村里创办了这家扶贫车间，吸收了
130多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 李尚引 李利彬 摄影报道

雨花区
“问卷”促社区建设

宁乡
下沉监督之力 护航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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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迟来的“春节教育团拜会”

湖南日报 5 月 20 日讯（记者 张佳伟
通讯员 周维标 徐华章）“今天，给邵阳市一单
位送去 500 公斤大米，并签订了长期购销合
同。还和本地两个单位达成了购销意向。感谢
市纪委、市财政局干部‘搭桥’，为合作社解决
了大米销售难题。”5月14日，武冈市稠树塘镇
雅槎村支书欧凤华向市纪委监委扶贫领域“护
航行动”调研督导组反馈大米销售情况。

雅槎村是武冈市纪委监委联系点、市财政
局驻点帮扶村。去年，两单位支持雅槎村采用

“合作社+农户+基地”方式，发展“水稻+田螺”

等产业，收获稻谷2万多公斤。受疫情影响，大
米出现滞销，这让农户犯了愁。

“疫情期间，大米卖不出去，如果在梅雨季节
受潮，亏损会很大，对巩固脱贫成果不利。”4月初，
武冈市纪委监委在开展扶贫领域“护航行动”调研
督导时，雅槎村党支部第一书记李俊雄反映。

武冈市纪委监委和市财政局迅速行动，利
用微信群、朋友圈、抖音等媒介发布信息促销。
同时，与园区企业、超市、学校、单位食堂等对
接，帮助雅槎村开辟销售渠道。目前，已销售大
米约5000公斤，剩余大米也已落实销售渠道。

武冈干部“搭桥”销米忙

靖州
“靶向”帮扶 就业不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