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鸡司令”娜妹子

湖南日报记者 肖畅

【名片】
熊梦娜，1990年出生，湘潭县石鼓镇

铜梁村（原顶峰村）人，返乡创业女大学
生，2014 年在素有“湘潭西藏”之称的顶
峰之巅,成立养鸡专业合作社，当起“鸡司
令”。近年来，她心系贫困村民，向贫困户
免费发放鸡苗3万余只，与500多户贫困
户签订土鸡散养帮扶协议，帮助600余名
贫困村民增收致富。

【故事】
湘潭县石鼓镇高家坪村建档立卡贫

困户欧阳加根家的门板上，密密麻麻写
着许多数字。6 月 17 日，记者来到这里
时，他正拿起粉笔，在门板上写上“120”。

“这些数字都是这几年养鸡的收益，
120元是今天卖鸡蛋的收获。”欧阳加根
说，“单是卖鸡蛋，今年就赚了 2000 多
元，多亏了娜妹子！”

“90后细妹子，敢想敢做，还吃得苦。”
“心善，帮了大家很多，还不求回报……”
提起“娜妹子”，村民们赞不绝口。在热心
村民的带领下，记者沿着盘山公路驱车
20余分钟，来到湘潭县西南边陲海拔近
800米的顶峰之巅，见到了“娜妹子”——
湘峰养鸡专业合作社理事熊梦娜。

皮肤黝黑，汗湿的浅蓝色 T 恤紧贴
着后背，脖子上搭着一条橘色毛巾，在基
地饲喂点，熊梦娜正弯着腰洒玉米粒。
2000 余只青脚土鸡和高山绿壳蛋鸡围
在她四周，“咯咯咯”叫个不停。此时，太
阳挂在头顶，阵阵热浪翻滚而来。

“不创业，不知青春的滋味。创业后，
尤其是扶贫后，才明白‘青春’二字最有力
量。”熊梦娜用毛巾擦着脸上的汗珠，说道。

2009年大学毕业后，熊梦娜一直在
外务工。耳闻目睹外地日新月异、家乡却
贫穷落后，她萌发了回乡创业、“造血”扶
贫的念头。2014 年，她拿出打工的全部
积蓄，在父母资助和亲友帮助下，流转家

乡山林田地 1700 余亩,建设土鸡生态饲
养基地，成立湘峰养鸡专业合作社，成了
顶峰的“鸡司令”。

熊梦娜的养鸡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第一批育雏的鸡苗死了 4000 多羽，损
失 10 多万元。2017 年因为禽流感，养鸡
场几乎全军覆没。”面对打击，浑身透着
一股子倔劲的熊梦娜没有放弃，多次奔
赴外地向养殖户请教。后来在政府的牵
线搭桥下参加创业培训，思考转型之
路。

搭乘湘潭县全域旅游“快车”，2018年，
熊梦娜在养鸡的基础上，陆续推出餐饮、农
副产品、民宿等项目，生意一天天红火起来。
2019年，合作社实现产值500余万元。

成功的喜悦并没有让熊梦娜迷失奋
斗的目标与方向。“合作社现有社员100
余名，其中 60%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她
说，“加入合作社的贫困户，年增收可达
3000元至2.5万元不等。”

近年来，熊梦娜积极对接政府开展产
业扶贫，以“合作社+农户”的精准扶贫模
式，在铜梁、高家坪等11个村推广散养土
鸡联营模式，为贫困农民免费提供产前、
产中、产后系列服务。目前，已赠送鸡苗3
万余只，开展养殖技术培训20余场次，与
500多户贫困户签订土鸡散养帮扶协议，
帮助600余名贫困村民增收致富。

“通过带动贫困户养鸡，确实能帮助
他们在短期内增加收入，但这毕竟不是长
久之计。”指点着脚下的山山水水，熊梦娜
告诉记者，她想利用顶峰独特的自然环境
和旅游资源优势发展乡村旅游，开发一条
帮助乡亲们发家致富的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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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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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18日讯（记者 王
文隆）14日，浏阳市普迹镇五丰村党
员周干湘又到了本村周志坚家,周志
坚长年在外打工，家中只有年迈耳
聋的母亲一人。周干湘隔一阵子就
要去周家看看，帮着做点事，这也成
了周干湘的习惯,“乡里乡亲，能帮一
把是一把，何况我还是党员微网格
长呢。”

4 年前，周干湘也是一名贫困

户。他说：“从贫困户到微网格长，以
前是别人帮我，现在我终于有机会
去帮帮别人了。”今年初，浏阳市“党
建+微网格”工作推开后，周干湘成
为了一名党员微网格长，负责联系
本组30户群众，包括4户贫困户。

脱贫攻坚越到最后越吃劲，越
需要加强党的领导。6月12日，浏阳
市委召开市委常委会议，要求对脱
贫质量“回头看”发现的问题和“三

表一单”中的重点对象做好核查、复
核、监测、跟踪，确保如期高质量完
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为确保高质量脱贫，浏阳今年探
索出台了“三表一单”制度，即对未脱
贫户有脱贫困难、已脱贫户有返贫风
险、档外户有致贫隐患三类对象进行
摸底造表，并梳理扶贫领域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问题清单”。按照“三表一
单”制度要求，目前，已有403户纳入

“三表”对象，由市、乡两级领导对口
联系帮扶，确保真脱贫、脱真贫。

在此过程中，浏阳进一步加强
党的领导，持续开展“党建引领脱
贫，携手迈入小康”活动，大力推进

“党建+微网格”工作，建立了 3.2 万
个微网格，实现党支部包片、党员联
户全覆盖，鼓励农村党员发挥“发展
引领员”作用，积极带领联系户脱贫
致富、推进产业发展。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曾玉玺
通讯员 谢展南 戴安友

“这里有正宗土鸡”“自制干鱼、
干笋味道好”……6月13日，双峰县
杏子铺镇欧源村村部前坪成了热闹

“集市”，30余名贫困户架摊摆货，吆
喝起自家的农产品。

这是国网双峰县供电公司、县

委党史研究室驻村帮扶工作队和村
支两委联合组织的小型“集市”，村
部作为消费扶贫现场，联系后盾单
位前来采购，为贫困户“卖货”提供
便利。

欧源村有贫困户 93 户 281 人，
当前已脱贫 91 户 278 人。2018 年，
驻村帮扶工作队通过争取资金，完
善基础设施，解决电力整改项目，村

里面貌焕然一新。村支部书记张耀
泽说：“组织这次活动，既是为了帮
贫困户‘带货’，也是鼓励大家自强
自立、稳定脱贫。”

张满英家用熟食喂养的土猪备
受欢迎，询价的、购买的络绎不绝。

“100 多公斤肉，一上午就卖光了。”
张满英喜笑颜开。

“平时我都是挑着担子，坐车到

睦家堂摆摊，今天尝了鲜，在村里卖
货。”68 岁的万和平拿出自家的干
笋、剁辣椒、韭菜、黑豆等“好物”，还
把女儿叫来帮忙。

晏桂初是位特困户，他此前担
心自己的干鱼、干笋卖不完，这次拿
到村部来卖，赚了 1000 多元。从娄
底市区来的刘惠兰，在晏桂初的摊
上买了几袋干货，她说：“老人家的
干鱼闻着真香，不虚此行。”

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罗建和
说：“全天交易额2万多元。我们打算
多办几场村部‘集市’，为贫困户‘带
货’，帮他们增收。”

湖南日报6月18日讯（记者 黄利飞）
居于深山的小镇，梦想着大步“走出去”。
6月 17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保靖县
比耳镇聘请湖南省地质院党委副书记、副
院长刘汉洪为“湖南保靖比耳艺术小镇及
酉酉橙、本顺竹编首席品牌官”，希望能推
动镇子里的特色农产品、文化艺术等走向
全国、走向世界。据了解，乡镇聘请“首席
品牌官”的举动，开了全国先河。

比耳镇历史悠久，土家文化和码头
文化底蕴深厚，小镇里多处古迹保存完
好，千年“酉水船工号子”和竹编技艺分
别列入了全国、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名录。该镇也是农业农村部认定的
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荣获全国第九
批“一村一品”示范镇，全镇种植柑橘1.8
万亩、年产量 2.5 万吨，与湘潭大学艺术

学院联合创办的“酉酉橙”享誉全国。
刘汉洪曾获得过“影响中国旅游生

活年度人物”荣誉，是中国策划金奖得
主，是旅游品牌建设和营销专家。刘汉洪
近期深入走访了保靖县许多村镇，对比
耳镇当地的农特产品、艺术文化历史特
色等有较为全面深入的了解，主动提出
愿意为当地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品牌助
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认为在一些特
色乡镇，把农业产业发展成农旅产业、把
文化产业发展成文旅产业，对区域特色
进行品牌包装和营销推广，将极大提升
乡村振兴的核心竞争力，助力农民脱贫
致富。将与镇里一道，制订实施品牌规
划、青年干部农民品牌成长计划，启动品
牌台账及品牌日记等品牌管理措施，争
取尽快让这个深山里的镇子飞扬起来。

湘西小镇聘请“首席品牌官”
助力特色农产品、文化艺术等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湖南日报6月 18日讯（记者 黄利
飞 通讯员 柳琴声）火红的钢坯如游龙
般从轧机穿梭而过，闪耀着金属蓝光的
崭新螺纹钢缓缓滑下冷床。6月18日，华
菱涟钢棒材改造项目（棒三线）正式建成
投产，首批产品顺利下线。这是目前国内
建设周期最短、工艺最新的棒材生产线，
年设计产能达140万吨，可满足市场对更
高级别螺纹钢的需求。

该生产线项目总投资3.9亿元，建设
期 158 天，共累计安装设备 470 余台套，
建成现代化厂房2.5万平方米。生产线采
用了国际先进的热机轧制控轧生产工

艺，既环保节能，轧制速度也大幅提升，
最高轧制速度达每秒45米，为传统螺纹
钢生产线轧制速度的1倍以上；生产的螺
纹钢强度等级可达 600 兆帕；具备产量
高、成材率高、表面质量好、产品尺寸公
差控制精确等优点。

螺纹钢是建筑行业使用最多的钢材
产品，华菱涟钢“双菱”牌螺纹钢拥有60
多年生产历史，连续三次获得国家银质奖

（最高奖），相关产品是三峡工程、黄河小
浪底、武广高铁等100多个国家重点工程
指定使用产品。该生产线投产后，无疑将
为湖南的“王牌”螺纹钢再添新活力。

国内工艺最新的棒材生产线投产
年设计产能达140万吨

6月16日，“鸡司令”熊梦娜在喂鸡。
肖畅 摄

港口优化升级 服务企业发展
6月18日，津市港一片繁忙。今年复工复产后，津市港通过改进生产流程、优化升级设备等方式，提高生产效

率，保障各类原材料及时送达各个企业，促进企业正常生产运营。截至目前，该港口已完成货物吞吐近170万吨，
集装箱2000余标箱。 湖南日报记者 傅聪 通讯员 向飞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 6 月 18 日讯（记
者 刘永涛 通讯员 贺正鑫 王
飘碧） 湖南省消费者委员会主
办的“民法典与消费者权益保护
研讨会”今天在长沙举行。与会
者就民法典与消费者权益保护、
汽车消费维权等问题进行了深
入探讨。

本次研讨会围绕如何依托
民法典这部基础性法律，切实保
障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经济社
会健康和谐有序发展，展开研
讨。比如，在消费过程中，签合同
是常见的场景。在银行、保险等
经营者的格式合同中，密密麻麻
的各类条款，消费者往往不会花
费大量时间细读，即便细看，有
的条款也不太理解。一旦出现纠
纷，经营者会提出消费者已签字
确认，自己无须承担责任。这种
情况令人头疼，其实消费者可以
维权。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规
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履
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致使对方
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
利害关系的条款的，对方可以主
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
对此，与会专家解读称，如果经
营者没有采用醒目可视的方式
提醒消费者，一旦出现不利于消
费者的情况，即使消费者签字确
认，仍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免责
或获得相应的补偿。

湖南省消费者委员会秘书长吴卫介
绍，省消委与湖南通程律师事务所等携
手，发起“月月 3·15 在线律师答疑等您
来”活动、开展公益诉讼、启动修正《湖南
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让消费者懂法、
用法，理性、依法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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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阳3.2万“党建+微网格”助脱贫

村部集市“带货”忙

▲ ▲（上接1版）
振兴乡村，年轻的面孔越来越

多。“80 后”张入化研究生毕业后，
坚信“学有所用”，在芙蓉镇政府的
脱贫攻坚管理岗位上一干就是 6
年；31岁的苏卓回乡创业从白嫩小
伙变成地道农民，将养殖的“荷花
虾”送进了亚洲最大小龙虾馆“超
级文和友”；“90后”施林娇虽是“小
网红”，却有“大目标”，努力让十八
洞村的美景、美食、民俗等特色搭
上“直播经济”的快车……

目前，全省 747 万农村贫困人
口脱贫、51 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
帽，贫困发生率从 13.43%下降到
0.36%。

湖湘儿女用勤劳的双手撕掉
了贫困的“标签”，正以昂扬的姿态
站在了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民生实事，温暖人心
6月15日，在宁乡市人民医院

的病房里，57岁的刘建军身体状况
恢复良好。半个月前，他在家中突
发昏迷，一度病危。

“幸好抢救及时，不然会留下
严重的后遗症。”宁乡市人民医院
卒中中心主任刘亮说。刘建军是急
性脑梗塞，能得到及时救治，得益
于宁乡市构建的高效急救圈。

高效急救圈打破医院间各自
为政的壁垒，全市统一调配，以设
在宁乡市人民医院的120急救中心
为核心，在各方位5 个乡镇设立急
救分站，29台救护车统一装备GPS
定位系统，实现市区急救10分钟、
乡村30分钟内到达，抓住抢救“黄
金时间”。

“醒来后就一直担心治疗费，
还偷偷问过护士。”刘建军的弟弟
刘立冬说。刘建军是精准扶贫户，
此次治疗产生费用 2 万余元，但因
为有农村居民医保基本医保、大病

保险、扶贫特惠保等一系列政策，
他出院时只需自费 2000 元左右。

“哥哥这才放了心。”刘立冬说。
衣食住行、生老病死，与百姓

生活密切相关，却往往可能成为人
们追求美好生活的障碍。住院是大
事，如厕、办证等也不是“小事”。

感应卷纸、智能厕位引导、每
个厕位安装“智能循环空气清新
口”、无障碍厕位可自动更换坐垫
塑料套……株洲市街头的公共卫
生间“建宁驿站”，让“方便”之处变
得真正方便。

两年多来，株洲市推动城区
“厕所革命”，建成“建宁驿站”200
座、改造厕所 200 座、对外开放社
会公厕200座。“不是打造‘盆景’，
是要形成‘风景’。”株洲市城管局
局长李晓彤说，市民出门不再担心
找不到厕所，也无需“捂着鼻子上
厕所”；环卫工人、出租车司机累
了，可以进来歇歇脚、吹吹冷气、把
水壶装满免费热水。

“现在办证太方便了，10 分钟
就搞定了！”6月12日上午，常德市
民李婧婷来到“市民之家”，拿到了
自己第一套房的不动产权证。她记
得前几年给父亲代办房产证时，至
少跑了3个楼层、多个窗口，复印完
资料又要重新排队，当时一天也没
办好一个证。

民生小事连着小康大局，连着
老百姓实实在在的需求。近年来，
我省始终坚持财政民生支出增长，
省委、省政府每年集中力量办好一
批民生实事，让民生幸福成为小康
湖南的最亮底色。

生态优美，文明宜居
华灯初上，常德市穿紫河畔迎

来大批游客，从大小河街码头登上
“水上巴士”，沿线十余公里可一览
水清岸美、流光溢彩的如画风光。

这些年，常德下大力气治理，
把横穿中心城区的穿紫河，从家门
口的“龙须沟”变成了城市“金腰
带”。

城市的角落，也没有被遗忘。
在长沙市，老旧居民区正在进行

“有机更新”，既要“面子”，更有
“里子”。外面，道路平整了、便民
设施完善了、井巷微循环打通了、
社区绿了也亮了；里面，老房子优
化了主体结构，增设了厨房、卫生
间。

长沙市天心区妙高峰历史步
道，老街巷、青砖黛瓦的传统民居
与繁华现代的都市商业区交相辉
映。黄桂枝与94岁的老母亲在这里
生活了60年，“没想到生活的环境
可以变得这么好。”每当夜幕降临，
不远处的“文和友小集市”“茶颜悦
色”“纪念品商店”“食光穿梭机”，
就开始上演“越夜越美丽”的生动
图景。

蓝天与绿野相映，一个个村庄
不仅脱了贫，还蜕变为美丽乡村，
真正“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
乡愁”。垃圾分类、陋习摒弃、邻里
和睦……文明新风劲吹。采访中，
不少村民感慨：“住在村里，比住在
城里舒服！”

从前问温饱，而今问环保。生
态宜居，是小康社会的应有之义。

长江与洞庭湖交汇处，1899年
设关开埠的城陵矶港，见证了百余
年岁月沧桑，而对于80岁的王文辉
来说，这座老港的最大变化莫过于

“重回老码头，我敢穿白衬衣了”。
去年以来，城陵矶老港投入

4.1 亿元进行环保提质改造，只为
守护好一江碧水，还周边居民一片
清新蓝天。生态与发展并行不悖。
提质改造的城陵矶老港、日新月异
的城陵矶新港，正在成为我省开放
崛起的新高地。

小康湖南的最亮底色

湖南日报 6月 18日讯
（记者 周月桂）一年一度的
618 电商购物节，为疫情后
的民生增添了一份温暖。江
永夏橙、湘西糍粑、隆回百
合……众多湘字号农产品在
电商平台上销售火爆，宁乡
市副市长贺立权今天还走进
电商平台拼多多直播间推荐
品牌纸尿裤。

据电商平台拼多多的
数据，该平台自 5 月 25 日正
式启动“618 大促”以来，商
家地址在湖南地区的农产
品 订 单 销 量 同 比 增 长
230%。其中，来自怀化等地
的 10 多款夏季清凉消暑的
甜酒、米酒、杨梅酒等，在拼
多多“618大促”中迎来销售
高峰，登上了相关特色饮品
的畅销榜单。

湖南是诸多纸尿裤品牌
的集中地，这些本土品牌在
做大区域市场的同时，通过
电商平台逐渐向全国扩张。

“贝婴爽”“我是小时代”等湖
南纸尿裤品牌，在“618大促”
期间占据拼多多销售榜单前

列，目前在该平台的多款单品销量均超过
10万单。

618期间，湖南人买得最多的是什么？
拼多多平台数据显示，收货地址为湖南省
的订单，订单金额和订单数量排名前列的
商品类目包括女装、男装、食品、手机、电
器、美妆等。平台分析，受疫情防控期间生
活方式变化的影响，消费者在线购买农产
品、蔬果肉类食材等习惯开始养成，线上需
求保持稳定增长。

﹃6
1
8

大
促
﹄
湘
字
号
产
品
促
销
忙

农
产
品
、纸
尿
裤
等
在
电
商
平
台
销
售
火
爆

湖南日报6月18日讯（见习记者 刘
奕楠 通讯员 曾鹤群）“买了城镇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还要买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吗？”“到退休年龄缴费不满15年怎么办？”
今天，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国家税务
总局湖南省税务局在全省范围同步开展的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全覆盖集中宣传
月活动”在宁乡启动，各市州相应设立分会场。

活动主会场设置了政策、缴费、认
证、社保卡、金融服务等10个咨询台，展
示了多种“非接触式”缴费渠道，引导居
民通过手机APP、微信小程序、官网等方
式自行缴纳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不
少群众前来咨询。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共有14个
缴费档次，我们鼓励多缴，多缴多得。”
湖南省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服务
中心负责人说，这次活动的目的就是要
通过集中宣传，把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
策宣传到位，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截至2019年底，全省城乡居民参保人
数从新农保制度建立之初的275万人上升
到3413.59万人，增长了11.41倍；60岁以
上领取养老金人数由 107.5 万人增长到
977万人，增长8倍多。全省基础养老金最
低标准从2009年的每人每月55元增加到
103元，增长近一倍，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率和社会化发放率始终保持100%。

全省城乡居民参保人数超3400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