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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迎着初升的太阳，抬头仰望，
是明媚的“衡阳蓝”；傍晚，人们在茵茵
草地和郁郁葱葱的树林中，或散步或小
跑，“陪伴”的是宜人的“生态绿”；华灯
初上，市民在广场上翩翩起舞，置身在
舒心的“宜居梦”中……说起衡阳市近
年来的变化，很多人感叹，衡阳变美了，
变好了，变得更舒心、更温暖了。

为跻身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
市之列，衡阳市以创建“衡阳群众”品牌
为抓手，广泛发动志愿者参与创文创卫
工作，举全市之力，聚全民之智，汇全民
之策，共建文明、卫生之城。

敬老院里，志愿者和老人们拉着家
常，其乐融融；十字路口，“红马甲”指引
行人遵守交通规则；街头巷尾，一个个

“小红帽”拿起扫把清理卫生死角……
身着红马甲的“衡阳群众”志愿者已成
为衡阳一道靓丽风景线。

美了城市更美心灵

“道德凝聚力量，文明传播希望”
“‘衡阳群众’，有你最美”……这些主题
鲜明、内涵深刻、通俗易懂的公益广告
和宣传语，遍布衡阳市大街小巷。随处
可见的文化墙、宣传栏成为城市里开放
的“文明课堂”，将“文明之风”吹进了群
众心中。

2018 年以来，衡阳市大力推进志
愿服务站（岗）建设，投入百余万元，在
全市所有社区、公共场所、行业窗口单

位，建设 4500 余个学雷锋志愿服务站
（岗），为群众提供办事咨询引导、爱心
雨伞借用、失物招领、爱心药箱、应急充
电宝、应急电话、茶水服务、爱心助残等
10余项便民服务。

各志愿服务站还结合自身服务特
点，延伸志愿服务内涵。石鼓书院联合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师生，每周
末进行汉服、茶艺、民族舞蹈、武术等传
统文化表演；衡阳市博物馆整合专业人
才队伍，开展布展、讲解等专业化志愿
活动；衡阳市图书馆配备老花眼镜、放
大镜、爱心拐杖、爱心轮椅、便签纸和笔
等服务设施，为市民提供借阅咨询和阅
读指导类服务；中心汽车站与南华大
学、恒雁志愿服务社团体合作，为往来

乘客提供暖心志愿服务。
同时，衡阳市结合主题党日活动，

发挥“衡阳群众”中党员的力量，下沉联
点社区，面对面解决居民生活困难，每
周四、周五开展包路段志愿服务，主动
维护交通秩序、捡拾垃圾等。针对行人
闯红灯、不走斑马线等交通违法行为，
衡阳市还组织志愿者在城区各主要交
通路口、主次干道，进行交通文明劝导
工作。针对婚丧喜庆事宜大操大办等
问题，该市发动志愿者进村入户宣传移
风易俗活动，倡导破除陈规陋习。目
前，衡阳市已有2000余个村制定“红白
理事会章程”。

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已
经渗透到衡阳广大群众的日常生活中。

“扮靓”环境提升群众幸福感

“以前每到下雨天，菜市场里就污
水横流，都得踮着脚尖走。可自从创卫
以来，菜市场环境大改善，和超市一样
干净。”6月11日，家住蒸湘区衡西市场
附近的市民欧阳振大提起市场的变化，
不自觉竖起大拇指。

为抓好群众“菜篮子”工程，去年
来，衡阳市对丁家牌楼集贸市场、易赖
街农贸市场等多个农贸市场进行提质
改造，并发动“衡阳群众”志愿者积极参
与，对农贸市场进行卫生清扫、日常巡
逻和错时值守，以巩固创卫成果。

公园毗邻，绿廊环绕，使得“推窗见
绿、出门见景”成为衡阳市民生活常

态。三江六岸，杨柳依依，与三五好友
把酒言欢，亦是人生幸事……一个个

“小确幸”组成了衡阳人的大幸福。
“以前我开车在城区里走，每周要

洗一次车，现在环境变好，我一个月才
洗一次车。”市民邓先生说，不仅洗车的
次数减少了，如今在马路边也很少看到
擦皮鞋的人了。近年来，衡阳市把爱国
卫生运动作为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重
要内容，发动“衡阳群众”打扫街巷死
角、参加周末大扫除、清理病媒孳生地、
推进城乡环境整治，完善公共卫生设施
等 。 去 年 衡 阳 市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48.46%，今年1至5月，衡阳城市空气质
量优良率达92.1%。预计2025年，衡阳
三江六岸绿化覆盖率将达90%以上。

青山绿地，衡阳风景独好；碧水蓝
天，湘江气象万千。一轴“山水相间，花
鸟相闻，碧绿相拥”的绝美画卷正徐徐
展开。 （聂 沛 葛咏蓉）

创文创卫“我”先行((之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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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14日讯（记者 颜石
敦 通讯员 李荟蓉 黄文玲）近日，雨过
天晴，临武县汾市镇卧龙谷文化旅游基
地瓜果飘香、游人如织。该基地融水果
种植、加工、观光等产业于一体，吸纳
100余人就业。

临武物产丰富，临武鸭、香芋、优质
水果等特色农产品闻名遐迩。但过去一
段时期，农户分散经营，小、散、多、乱问
题突出，农产品加工程度较低，产出效
益不明显。为改变这种状况，近年来，该
县坚持把特色农产品作为主导产业来
抓，加快土地流转，大力培育农民专业
合作组织、农业产业龙头企业等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着力打造临武鸭、香芋、优
质水果、大冲辣椒、艾叶、肉牛6大特色
农业产业基地。目前，全县发展各类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900多家，年养殖加工

临武鸭1200多万羽，种植优质水果、香
芋、大冲辣椒等20多万亩。

在发展种养业的基础上，临武采取
措施，做强农产品加工业。投资 5 亿余
元，建设农产品加工园区，吸引舜华鸭
业、舜峰沅芋业、舜湘牛业等10余家加
工企业入驻，开发各类农产品 400 余
种。今年 4 月，19 家广东食品企业抱团
落户临武，计划投资 26.6 亿元，建设湘
粤食品加工产业集聚区，深入对接农业
种养基地，对农产品进行精深加工。为
了让农产品走出去，临武建立了167个
特色农产品互联网销售网点。舜华
鸭业公司建立直营门店 200 多家、
销售网点 2.8 万多个，产品还通过
天猫、京东等电商平台销售到全国
各地，年产值达 13 亿余元，直接带
动2.3万户农户增收致富。

临武还利用一个个风景如画的农
业产业基地，发展乡村旅游，推动产业
融合发展。目前，已开发南国红豆庄园、
润武农庄等12家现代休闲农庄，加快实
现从卖农产品向卖体验、卖风景、卖休
闲转变。

产业融合，带动了临武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农村发展。去年，全县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4239元，比上年
增长9.7%；今年虽受疫情影响，一季度
全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仍达4863元，
同比增长3.8%。

产业融合鼓起农民腰包
全县农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4239元

湖南日报6月14日讯（见习记者
卓萌 通讯员 黄书冶）住权产权零距
离，交房发证零时差。6月13日上午，常
德市新建商品房“交房即交证”改革启
动仪式在中建壹号府举行。

“交房即交证”改革通过采取多测
合一、信息共享、靠前服务、容缺承诺、

压缩时限等多项措施，将预售许可、规
划核实、联合验收等涉及多个部门的流
程和环节进行整合优化。购房者在领取
新房钥匙的同时，能领取不动产权证
书，“一手拿钥匙、一手拿权证”，真正实
现办证无忧。据介绍，这次改革是对“最
多跑一次”改革的再提速、再延伸、再深

化，也是回应群众期盼、优化营商环境、
助推产业发展的创新之举。

中建壹号府是常德市新建商品房
“交证即交房”改革试点项目。该市各县
（市、区）将于今年下半年完成试点工作，
计划于2021年实行全市“交房即交证”
不动产登记新模式。接下来，该市还将进
一步加快改革进程，实现方案精细化、业
务流程规范化、操作细则标准化，真正让

“交房即交证”改革举措全面落地。

常德“交房即交证”正式落地

湖南日报6月14日讯(记者 严万
达 通讯员 卢基平 杨雄春)6月12日，在
蓝山经开区永州星月投资科技有限公司，
19岁的装配工薛善元在生产线上忙碌
着。就在前一天，经永州智慧就业平台牵
线搭桥，包括薛善元在内的22名求职者，
顺利成为永州星月公司的新员工。

今年疫情发生以来，永州市人社系
统主动作为，创新就业服务模式，运用
永州智慧就业平台，大力推广网络招
聘、视频面试，千方百计稳就业。

永州智慧就业平台是今年1月1日
正式上线的，与省公共就业服务平台、

“智慧人社”实现互联互通、数据共享。目

前，已新增企业用户1300家、个人用户
8.5万人，归集岗位近5万个，总浏览量
达170万人次，线上交流近2万次(含电
话沟通)，投递简历9000多人次，智能匹
配并推送岗位信息25万条。平台已先后
举办7场网络招聘专场，重点服务园区
企业复工复产、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第
三产业复工复产、贫困劳动力就业、高校
毕业生就业和返乡留乡农民工就地就近
就业，均取得良好效果。

永州运用智慧平台稳就业

湖南日报6月14日讯（记者 周俊
邹娜妮 通讯员 刘明）唱新化山歌、
赏梅山武术、评杨梅大王、尝新鲜大
果……6月13日，在新化县2020年“互
联网+杨梅”文化节，一系列“梅”文化表
演和杨梅品鉴活动，让慕名而来的游客

“梅”开眼笑。新化杨梅大卖，让广大种
植户喜上“梅”梢。

活动现场，表演了《赤脚走在田埂

上》《梅山武术》等传统节目，展现梅山
原生态的乡村生活。在杨梅品鉴区，新
化杨梅凭借色美、汁多、味甜、核小，赢
得游客好评。经评审团综合打分，上梅
街道北渡杨梅种植合作社选送的杨梅
被评为新化“杨梅王”。

这次节会以“品新化杨梅·促扶贫消
费”为主题，旨在依托互联网电商渠道，
组织农户参与网络营销，拓展销售渠道。

新化天子山水果种植合作社通过平台带
货和采摘体验，将乌梅销售一空。“湘在
看”直播团队同步直播，为农户现场销售
杨梅3000余篮。湖南新源食品有限公司
年收购杨梅6000余吨，生产天然压榨杨
梅汁，通过网络订货，产品受到深圳、广
州等地商家热捧。

近年来，新化把发展杨梅产业作为
促进库区移民持续增收的主导产业来抓，
成立杨梅种植协会，强化资金扶持和基础
设施配套，奖励规模化、标准化种植，引导
发展加工产业。目前，全县库区种植杨梅
5万亩，已挂果近2万亩，年创产值2亿
元，受益群众年均增收2500多元。

唱新化山歌、赏梅山武术、评杨梅大王

新化举办“互联网+杨梅”文化节

湖南日报6月14日讯（通讯员 邱红
张逸鸣 记者 张咪）6月12日，在醴陵市三
级干部会议上，15家企业共获得该市2019
年“四个十条”政策奖补2347万余元。

其中，株洲时代金属制造有限公司
获得奖补100余万元。该公司董事长顾
东来说，今年经济受到疫情影响，但醴
陵市委、市政府仍然拿出巨资支持企业

发展，让大家感到十分温暖，也激发了
大家奋发向上的斗志。

近年来，醴陵市推出“四个十条”政
策，主要从优化产业结构、加快集聚发
展、强化自主创新、突出招商引资、完善
服务体系等方面，对当地产业发展进行
合理规划和科学引导，通过设立产业发
展基金，制定详细的优惠奖励措施，鼓
励企业做大做强。

醴陵兑现“四个十条”政策奖补
15家企业共获奖补2347万余元

湖南日报6月14日讯（记者 王文
隆 通讯员 张永红）6 月 12 日晚，浏阳
市“匠心守艺、非遗焕新”非遗宣传月活
动暨湘赣边（大瑶）首届烟花之“缘”欢
乐节在大瑶镇拉开帷幕。

浏阳花炮是国家级非遗项目。当
晚，分为“非遗文化，匠心传承”“一片燃
情耀古今”“一树缤纷，九州同梦”3个篇
章的烟花，在大瑶李畋文化广场上空盛

情绽放。
“这次燃放，我们运用了最新动态

燃放技术，也展现了最新城市烟花发展
理念。”负责烟花燃放的银洋烟花总经
理何荣强表示，这次展示了打破传统烟
花造型的“5D动态城市烟花”，“这是当
前展现高空花束最安全、环保的燃放方
式”。

同样在大瑶李畋文化广场，烟花照

耀下的非遗项目亲子体验馆内，浏阳市
21家文创企业摆摊设点，让大家近距离
感受非遗的魅力。巧夺天工的菊花石
雕、丰富多彩的浏阳夏布工艺品、富有
古韵的油纸伞等众多非遗产品与技艺，
在这里集中呈现。大瑶的龙狮、青面狮、
王家拳等8大非遗项目传承人，还现场
向观众提供免费教学。

此次节会将延续至 6 月 30 日，期
间，浏阳市委宣传部与大瑶镇将联手推
出非遗文艺晚会、非遗项目亲子体验、
大瑶城市烟花秀、欢乐美食节、湘赣边
乒乓球邀请赛、百姓大舞台、大瑶百店
千家惠7大主题活动。

湘赣边（大瑶）首届
烟花之“缘”欢乐节开幕

湖南日报6月14日讯（记者 谢璐
通讯员 袁旺）日前，长沙市望城区乔口
镇成功入围今年全国农业产业强镇建
设名单，是省会长沙这次唯一“上榜”的
乡镇。该镇探索实践“荷花+小龙虾”种
养模式，打造了一条荷花虾全产业链。

眼下正值吃口味虾的时节，乔口镇
呈现一派忙碌景象。每天清晨，养殖户
就忙着收虾，再运往位于雷锋北大道的
望城荷花虾交易市场售卖，一筐筐经农
残、药残、重金属等16项指标检测合格
后的鲜活小龙虾，被装上冷链物流车，
直接送往长沙各酒店、餐馆。一只虾从
塘中捞出到“爬”上长沙市民餐桌，仅需

1个多小时。
2018年起，乔口镇以土地流转为突

破口，推动生产方式变革。村民们以土
地入股合作社，进行集中竞拍，拍出的
土地因地制宜发展“荷花+小龙虾”等特
色种养业，同时推进与网红餐饮店文和
友龙虾馆合作，成为其货源基地，并注
册商标，公开发布养殖、烹饪、视觉、质
量溯源体系等规范，成功打造“望城荷
花虾”品牌，实现“资源变资产、资金变
股金、农民变股东”的蝶变。如今，该镇
7 村 1 社区均成立了村级土地合作社，
全镇荷花虾养殖面积达1.17万亩，年总
产量达1750吨、产值超6000万元。

同时，乔口镇引进文和友小龙虾
产业研究院，借助湖南农业大学的优
质苗种与先进技术，进行良种选育、
科学养殖，解决了传统养殖中成活率
低、个头不大、无法四季养虾等难题。
开天农业、湘柳源、八百里水产等近
100 家农企加工生产农副产品，荷塘
集市、网红民宿、旅游绿道、龙虾体验
馆等文旅项目加速建设，“赏荷花、呷
龙虾、当创客、住民宿、解乡愁”的特
色乡村旅游日益红火，一条集产、销、
加 、研 、学 、游 于 一 体 、年 总 产 值 达
2.69 亿元的荷花虾全产业链正在加
速成型。

打造“荷花虾”全产业链
集产、销、加、研、学、游于一体，年总产值达2.69亿元

乔
口

湖南日报6月14日讯(记者 成俊
峰 通讯员 刘毓)衡阳市连续出现强降
雨天气，全市江湖水库水位均不同程度
上涨。衡阳市水利局相关负责人近日告
诉记者，为防止出现溃堤等险情，全市水
利系统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全力
查漏洞补短板，做好防大汛各项工作。

当前，衡阳市已对全市 29 座中型
水库、35 座重点小一型水库、7 处中型

水电站完善了汛期控制运行方案，对在
建重点水利工程制订了应急度汛预案。
全面落实 1795 座水库行政责任人、技
术责任人和巡查责任人等“防守三个责
任人”，并分级开展水库调度培训，推动
实现水库“防守三个责任人”从“有实”
到“有能”。还组建起一支由112名水利
技术专家组成的防汛抢险技术专家组，
为可能遇到的险情提供强有力的抢险

技术支撑。
同时，衡阳市转变治水思路和方

式，坚持以问题为导向，重点围绕近年
来暴露出的水利工程“短板”，启动新一
轮防洪规划编制，强化水利工程建设管
理监督。截至目前，该市共投入水利建
设资金 5.56 亿元，对 6577 处水毁水利
工程设施进行了修复，对全市 13 个监
测预警平台和 260 多个雨水情遥测站
进行了维护，分级开展水库调度培训、
防汛备汛专题培训演练140余次，并对
病险水库、防洪堤管涌、老鼠洞等水利
防汛隐患开展拉网式排查，共排查出各
类隐患88处，目前已全部整改到位。

衡阳查漏洞补短板防大汛
已修复水毁水利工程6577处

6月12日，长沙市岳麓区坪塘街道莲花山村，长沙市上善助残服务中心同心农场，残疾人在架设种植瓜果的支架。该中心
为解决农村残障人的就业难问题，打造了面积100亩的同心农场，组织有一定劳动能力的残障人士进行农产品种植养殖工作。
目前，农场解决了30名残疾人就业，每个残疾人每月最多可获得2400元左右工资。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唐璐 摄影报道

托起残疾人就业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