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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沅陵朋友群和朋友圈都在
转发买鸭子、送鸭子、吃鸭子的照片，看
了让人暖心。

镜头一：6月25日傍晚，沅陵县沅陵
镇太常养老院的端午节团圆饭开始了，桌
上除家常菜外，还有一大盘红烧鸭肉，酥
脆爽口，30多位老人美美吃了一顿。

镜头二：端午节早上，该县北溶乡杨
家潭村贫困户夏文秀领取结对帮扶人转
送来的过节礼物——一只“嘎嘎嘎”叫的

大肥鸭，她手捧鸭子，咧开嘴巴笑呵呵的
样子，刷爆手机屏。

镜头三：6月29日中午，沅陵县落坪
九校的孩子们跑进食堂吃饭，盘子里多了
一份免费鸭肉，把大家乐坏了，老师拍下
这顿香喷喷午饭场景，取名《最香午饭》。

一张张照片背后讲述着一个感人
故事。

今年端午前两天，沅陵县二酉乡施
溪村励志残疾贫困户姚茂英养的鸭子
卖不动，打电话给县城爱心人士请求帮
忙找销路。

消息传到千里之外的广东后，沅陵

佛山、东莞两个流动党支部立马行动，
发动创业、打工的党员和创业人士捐买
捐送，为家乡脱贫攻坚出力。

倡议很快得到响应，经过一天一晚
组织，捐款26000元，参与党员和爱心
人士达 50 多人，先后认购姚茂英和麻
溪铺镇肖家坳村颜昌杰、瞿昌仁3个贫
困户450多只鸭子。

“感谢好心人，不是他们及时解难，
过了端午节更加难卖，这拨鸭子亏了本，
今年脱贫增收就是空话。”6月29日，姚
茂英在手机上收到 15890 元货款转账
后，激动地对记者说。

感动远未停止。两个流动党支部和
爱心人士商议，把捐购的鸭子全部送给
特困人群改善生活，于是另一场爱心捐
送行动又在北溶、马底驿、杜家坪等乡
村养老院、学校和五保老人、残疾户、大
病户中展开。

“这是我们一点心意，给家乡贫困
户解个难，过节加个菜。”谢叶松、韦艳
娟夫妇在佛山办公司创业，两口子第一
时间响应倡议，当场捐资7000元，认购
100只鸭子。

“人在他乡，心在家乡。”沅陵县委
常委、组织部长周安民介绍，近年来，沅
陵佛山、东莞流动党支部发挥桥梁作
用，用活人脉资源，积极参与招商引资
和家乡脱贫攻坚，先后为家乡建校助
学、消费扶贫、架桥修路等公益事业累
计捐资近300万元。

购买一批鸭 感动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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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6日，江永县粗石江镇下禾洞
村香气扑鼻。

记者寻香而至，只见占地4000多
平方米的厂房里，工人们正在忙碌。他
们开动机器，把青色的香柚幼果切成薄
片，送入烤箱中烘烤。

怎么不让果实长大？见记者一
脸不解，加工厂负责人黄新来解释，
这些都是疏下来的香柚幼果，加工

后的干片是制作减肥茶的重要配方
之一，还可用于提取香精、入药等，
用途广泛。

原来，疏果是果园管理措施之一，
即人为去除一部分幼果，以确保留在
树上的果子获得丰富的养分，实现优
质果品和持续丰产。江永县香柚种植
面积达 10 多万亩，每年有不少疏下来
的幼果，过去，这些疏下来的幼果都是
当垃圾处理。

10 多年前，在外经商的黄新来发
现，城市里热销的减肥茶里，有一种成

分很像烘干的香柚片。他向专业人士打
听，得到了确认。

黄新来心中一阵狂喜，心想，把香
柚切成片，再烘干，这还不容易吗？

黄新来组织村民用砖头和泥巴建
起土炉，从村民果园里收购疏下来的幼
果，手工切片，放入土炉里烘干。可是，
当他把产品送到企业，却被拒收，告诉
他产品不达标。

这时，黄新来认识到不能蛮干。他
请来专家，建起标准厂房，购置专业设
备，严格按流程生产，终于获得成功。黄

新来还根据长期实践经验，改进设备，
工人操作起来更便利、轻松，烘烤出来
的产品保持了本色和原有的清香，每年
加工量达400多吨。

近年来，黄新来以每公斤2到4元
的价格，向村民们收购他们疏下来的香
柚幼果。村民们介绍，1 亩果园平均每
年疏果 200 公斤，因此，可增加收入
400到800余元。

同时，黄新来通过建设加工厂，
还安排了 30 多名贫困人口就业，使他
们实现脱贫。今年 72 岁、70 岁的王水
清、邓之秀均因缺乏劳动能力而致
贫，他们现在在黄新来的加工厂务
工，年收入 4 万多元。68 岁奉信贞在
这里不但收入稳定，还能照顾年幼的
孙子，很开心。

昔日是“废果”今变致富果

湖南日报6月29日讯（记者 陈
新）近日，长沙市政府发布了《关于
重新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区范围的
通告》（以下简称《通告》）。

根据《通告》，从7月1日起，长沙
市禁燃区范围划定为芙蓉区、天心
区、岳麓区、开福区、雨花区行政区
域，长沙高新区区域，望城区的高塘
岭街道、乌山街道(不含原乌山镇区
域)、大泽湖街道、白沙洲街道、月亮岛
街道、金山桥街道、黄金园街道、丁字
湾街道，长沙县的湘龙街道、星沙街
道、泉塘街道、 梨街道、长龙街道、
安沙镇、黄兴镇、黄花镇。

《通告》指出，禁燃区内新建燃用
高污染燃料的设施、违规使用生物质

成型燃料、未按照规定停止燃用高污
染燃料的，由生态环境部门依法处
罚；禁燃区内销售高污染燃料的，由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查处；由城管
执法部门牵头开展禁燃区内各类经
营户 (含个体工商户) 使用煤炭及其
制品的整治工作。相关单位按照各自
职责，共同做好禁燃区大气污染防治
监督管理工作，进一步加强大气污染
防治，打赢蓝天保卫战。

据介绍，高污染燃料种类包括煤
炭及其制品、石油焦、油页岩、原油、重
油、渣油、煤焦油。根据要求，各有关单
位和个人在禁燃区内使用天然气、液
化石油气、轻质柴油、电、太阳能等清
洁能源，禁止使用高污染燃料。

朗
木

长沙重新划定
高污染燃料禁燃区范围

湖南日报6月29日讯（记者 邓晶
琎 通讯员 张振）骑行风险提示、指定地
点停车……共享单车出行又有新技术

“加持”了。哈啰出行公司今日发布消息
称，将在7月举行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上推出3项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技术，
以破解非机动车管理、停放等难点痛点。

目前，哈啰出行正在岳麓山国家大
学科技城搭建“定点还车”站点，将通过电
子围栏等技术手段约束用户行为，辅助解
决城市非机动车乱停乱放难题。单车用户
需在指定停车点规范停车，而未在指定地
点停车将无法锁车、无法完成订单。

记者了解到，“定点还车”技术已在上
海等城市试运营，有效提高了共享单车的
规范停车率。该项目现已在长沙完成硬件
铺设，即将在大科城内上线试运营。

此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还将亮
相“路面安全系统”，可对用户及车辆
识别进行骑行前“故障自检”、骑行中

“风险提示”、骑行后“紧急干预”；推
出“非机动车安全管理平台”，实现非
机动车乱行、乱充、乱停、乱改造等

“四乱”行为的智慧化监管。

共享单车又有
新技术“加持”

长沙用户骑行更安全便捷

湖南日报6月29日讯(记者 向
莉君 通讯员 贾肖燕)28日午，湖南
省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入市州进
园区系列活动湘西专场在吉首市举
行。政府搭台、银企对接，13 家银行
与湘西州各县市25家企业现场签约
25个项目，总金额110.75亿元。

近年来，湘西州各银行机构加大
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存贷比例由
2016 年底的 51.2%提升至今年 5 月
底的77.4%，贷款余额翻了近一倍。今
年以来，湘西州各银行机构为疫情相
关企业发放贷款12.1亿元,为小微企
业贷款62.1亿元，为企业提供延期、
展期、续贷等方面的资金73.6亿元，
减免利息 3113 万元，为湘西州经济
社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当前，湘西州在抓好疫情防控的

同时，积极创新企业融资的方式方
法，加快建立覆盖全州的政府性融资
担保体系建设。通过政府增信手段帮
助中小微企业解决贷款增信问题，并
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在组织大型政银
企对接活动时，极力做好金融服务点
对点商洽，快速应对企业及银行需
要。各县市区相关部门积极做好银行
和企业的连接线，当好双方的“服务
员”，用真感情、下真功夫、举真措施，
推动各项金融政策精准落地，切实做
到能贷则贷、应贷尽贷，有效解决企
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

为了给银行和企业之间搭建融
资信息的交流平台，湘西州政府还将
州内各企业的金融需求及各银行的
信贷产品，和政府的相关优惠政策进
行了汇总，供企业和银行按需对接。

湘西州银企对接签约25个项目
总金额110.75亿

产业项目建设年

湖南日报6月29日讯（记者 郑
旋 通讯员 章迎春）今天下午，长
沙市岳麓区 2020 产业政策集中兑
现暨百日竞赛产业项目集中签约
活动在岳麓科创港举行。活动包含
四大主题内容，国华能源等 16 个项
目集中签约，岳麓区兑现产业扶持
奖励资金 3362 万元，发布“岳麓政
策通”平台，并直播特色楼宇“云”
招商，全力推进区域产业体系建
设。

据了解，岳麓区此次集中签约
的16个项目包含国华能源湖南区域
总部、贵州建工华南区集采中心、火
星文化全国第二总部、燕麓教育产
业园等，涵盖检验检测、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电商直播、教育科技等
重点领域，总投资达29.9亿元，投资
10 亿元以上项目 1 个，亿元以上项

目10个。
为更好地服务项目、企业发展，

岳麓区拿出“真金白银”，为长沙鼎
茂置业有限公司、湖南新云网科技
有 限 公 司 等 71 家 企 业 单 位 兑 现
2019 年度第二批产业政策奖励资
金,共计 3362 万元；同时，精心打造
发布“岳麓政策通”平台，与“长沙扶
持通”平台互联互通，让企业在线上
24小时找得到、报得上、查得清政策
兑现申报事项。

活动中，岳麓区还通过抖音、京
东等直播平台，对特色楼宇进行

“云”推介。近年来，岳麓区深耕楼宇
经济，将特色楼宇打造成为产业发
展的重要载体和转型升级的重要平
台。截至目前，岳麓区已形成六大特
色楼宇集聚区，商务楼宇总面积达
350万平方米。

项目签约、政策兑现、平台发布、云上招商

岳麓区四大主题活动提速产业发展

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

6月29日，湘乡市中沙镇和谐村，贫困户黄运阳（右一）在荆峰苗木种植合作社为油茶苗浇
水。近年，该合作社建设了20余亩苗木基地，种植木荷、油茶、湿地松等苗木，安置了10余名村
民务工，其中贫困户7人，人均年增收7000余元。 湖南日报记者 傅聪 摄

特色苗木
助增收

▲ ▲（上接1版）
作为国家税务总局张家界市税务

局的“二把手”，龚少雄严格落实上级
党委、政府关于疫情防控各项要求，配
合局长全力组织开展单位疫情防控工
作。从农历大年三十起，他就当起单位
疫情防控的“守夜人”，带头值班值守，
24 小时处于待命状态。

张家界税务系统有 1500 多名税务
干部，确保他们以及家属安全健康和工
作正常,容不得半点马虎。“龚少雄一天
下来光打电话确认情况都需要一两个小
时。”副局长曾豪武告诉记者，作为单位
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龚少雄
主动承担了大部分工作。

疫情汹汹，令龚少雄忧心的，还有张
家界企业复工复产工作。从3月开始，他
见缝插针走访市内企业，一家家落实税
收优惠政策。

“他干起工作来，特别拼。”市税务局
财产和行为税科科长向建设说，一个星
期时间，龚少雄走访企业 10 家，解决问
题和需求12个。

3月30日中午，龚少雄在办公室吃
完盒饭后，顾不上休息，就召开疫情工作
碰头会。同事张冬梅发现他不时用手揉
太阳穴，劝他去医院检查。他摆摆手：“头
疼，没事，一会儿休息下就好了。”

妻子李春艳对龚少雄既理解又心
疼。“他患有痛风、冠心病、高血压等疾
病，包里随时备有应急药，去年还在长沙
住了两次院。医生建议他要多调养，不宜
劳累。”李春艳说。

“他在生命最后一刻，还在岗位上忙
碌。”张冬梅告诉记者，碰头会一结束，龚
少雄又紧接着主持召开疫情防控专题
会，商谈疫情防控工作。

当日17时25分，一阵剧烈头痛，龚
少雄趴在了会议桌上，工作戛然而止。

没来得及参加儿子即将举行的婚
礼，没来得及与 90 岁高龄的母亲道别，
没来得及再握握妻子的手……经历5天
与病魔搏斗，龚少雄最终还是没能赢得
这场生死大战。

噩耗传来，他的家人、朋友、同事陷

入难言的悲痛之中。
“他的眼里只有工作，最看重这身制

服。”李春艳收拾丈夫遗物时，紧紧抱着龚
少雄最后穿的那身税务制服，泪如雨下。

从税三十二载，龚少雄从最基层的
区税务所专管员干起，一直做到张家界
市税务部门主要负责人，先后荣立三等
功4次，荣获嘉奖8次，多次被评为税务
系统先进工作者。

2010 年，以龚少雄为主力，张家界
税务系统深入300多户企业和个体工商
业户组织专题调研20多次，创新推出残
保金“三改一规范”，2017年以该模式为
蓝本的残保金“新政”在全国推行。

2018年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龚
少雄从原地税局“一把手”变为国家税务
总局张家界市税务局“二把手”，他欣然
接受。

尽管职务由“正”转“副”，但龚少雄
没有给自己“减负”，而是尽心尽力推动
税务机构改革在当地平稳落地。2019
年，国家税务总局张家界市税务局被评
为湖南税务“四合”示范单位，绩效考核
名列全省第二。

“工作上，我们配合默契。”国家税务
总局张家界市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梁
文辉为龚少雄的离去深感惋惜和悲痛,

“日常工作干得出色、非常时期挺身而
出，少雄同志无私奉献、埋头苦干，他用
行动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先进本色。”

战“疫”再忙，他也牵挂着
贫困村，惦记着贫困户

“好几次，我都梦见他，十分想他。”
6 月 28 日，在南坪村，站在自家的新房
前，朱西忠哽咽地对记者说。

59 岁的朱西忠是龚少雄的结对帮
扶户，在龚少雄的帮助下，朱西忠一家
人住上了新房子，养了7头牛和20多只
鸡，种了 4 亩水稻、2 亩玉米，已顺利脱
贫。

“啥时候也不能忘记龚局长的恩

情！”朱西忠说，他家如今住的新房子，是
龚少雄帮忙张罗盖起来的；去年买牛的
本钱，也是龚少雄自掏腰包帮忙垫付的；
女儿特校毕业，还是龚少雄帮忙联系就
业的……

慈利县金岩土家族乡南坪村是国家
税务总局张家界市税务局结对帮扶村和
驻村帮扶联系点，作为“两项帮扶”工作
组组长，龚少雄是村里的常客。

“战‘疫’再忙，他也牵挂着贫困村，
惦记着贫困户。”市税务局驻南坪村第一
书记李国庆回忆，疫情以来，龚少雄先
后 4 次进村指导疫情防控、脱贫攻坚和
春耕生产，并在疫情初期，协调资金购买
口罩、酒精、消毒液等防疫物资，支持村
里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2月15日，南坪村民自发组织“捐赠
蔬菜，支援武汉”行动，龚少雄顾不上痛
风复发，放弃周末休息，和村民一起冒雨
采摘蔬菜、搬运上车，共向武汉捐赠蔬菜
2万多公斤。

“没有龚副局长，我们村的脱贫攻
坚哪能这么顺利？我们全村人都记得
他的恩。”南坪村党支部书记朱新中
说，龚副局长一直对农民兄弟心心念
念，把贫困户当家人帮，把贫困事当家
事办。

在龚少雄的带领下，市税务局驻村
工作队修建村部、改善交通、完善水利设
施等，发展红心猕猴桃、黄花菜等种植产
业，2018 年，该村顺利摘掉贫困村的帽
子，龚少雄个人也因扶贫工作成绩显著
荣立三等功。

龚少雄去世后，金岩土家族乡、南坪
村干部和村民前来吊唁，大家哭成一片。

“群众的口碑就是对他最高的褒奖。”谈
起丈夫遗体告别仪式上的情景，李春艳
眼里噙满了泪水。

换下“税务蓝”，套上
“红袖章”,他当起小区党支部书记

雅典国际家园小区位于张家界市永

定区南庄坪办事处，有业主454户、居民
2200多人，其中税务系统住户38户，是
张家界市城区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居
民小区之一。

龚少雄当选小区党支部书记后，李
春艳担心他身体吃不消，“本来事就多，
身体也不好，你还到小区揽那么多事搞
么子！”

“这是大家推选的。”面对妻子的抱
怨，龚少雄说，你不干我不干，大家都不
干，那事情就搞不成了。

摸排、值守、宣传、消毒……疫情以
来，龚少雄下班后，换下“税务蓝”，套上

“红袖章”，按照社区的工作要求，积极发
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带领小区党支部对小区400 多户
业主进行多轮入户排查、疫情防控宣传
等工作，主动参与小区出入口值守，为出
入小区业主测量体温、发放临时出入证，
确保不漏一人一车，守护小区业主的健
康安全。

“在疫情防控工作和平时处理小区
业主事情方面，他都是一马当先。”说起
龚少雄，小区物业公司负责人伍元梅难
掩悲痛，“龚书记走了，小区倒下了一杆
旗！”

伍元梅说，小区进行改造，资金不
够，他带头捐款5000元；小区建设休闲
设施、安装充电桩，他去跑资金……如
今，小区变样了，龚少雄却走了。

脚下粘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
少真情。龚少雄去世的消息在雅典国际
家园小区传开，居民们都难以置信，深感
惋惜。

“多好的干部啊，真的太突然了。”小
区业主田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流下了
悲伤的泪水，她想起疫情期间龚少雄站
在大门口给进出的业主测量体温时的情
景，感到很心酸，如今，这个身影永远不
在了。

“不怕苦不怕累，心怀业主跟党走；
讲大局讲奉献，党的号召冲在前。”谈起
龚少雄在小区的贡献，雅典国际家园小
区现任党支部书记桂永忠，用一句话如
此概括。

湖南日报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钟祖彪 李浩

“人死殡葬树新风，居民死亡
要火化，节约耕地为子孙。对，为子
孙……”6月16日，沅江市胭脂湖街
道办事处莲子塘村，看完农民文艺
宣传队“地花鼓”表演，曾爹若有所
思，斩钉截铁地对儿子说：“就这么
定了，哪天我走了，就选火葬！”

为村民送上“地花鼓”的，是胭
脂湖街道杨梅山农民诗社组织的农
民文艺宣传队。宣传队刚一进村，村
民们陆续围了上来。“来哒地花鼓
啊！那要去看看。”曾爹乐颠颠地凑
了上去。老人已经70多岁，平常就好
这一口。他不知道，宣传队其实是他
儿子请来的。

前几天，曾爹的儿子路过邻村，
看了宣传队的表演，跑到后台找到杨
梅山农民诗社负责人黄敬吾：“我父
亲对火葬有点想不通，他又喜欢看

‘地花鼓’，你们能到我们村表演一次
么？”“你就是不请，我们也会去。街道

17个村，村村都到堂。”黄敬吾说。
当天，宣传队如约到了莲子塘

村。锣鼓、铜镲一开，4 个化妆的大
妈登场，配着简单的舞姿，唱起诗
社成员自创的“三句半”：“父母生
前多孝顺，死后不必做道场，烧纸
点酒何用意，那是一个假悲伤。对，
假悲伤……”

听了父亲的决定，曾爹儿子连
忙找黄敬吾致谢：“我父亲想通了
哦！”“那是肯定的，向农民宣传，就
要用土办法。”黄敬吾告诉他，他是
第 6 个主动邀约宣传队上门表演
的，前面 5 户老人都做通了思想工
作，有的还主动加入宣传队。如今
宣传队成员上百人，年龄最大的 80
岁，最小的也有 50 多岁。

近一个小时的表演结束后，村
民渐渐散去，舞台四周没留下一片
垃圾。一位村民深有感触地说，无论
是殡葬改革，还是农村环境治理，都
是为了老百姓好。国家有好政策，老
百姓也当从小事做起，自觉维护赖
以生存的环境。

“土办法”做通“老思想”

“雄”心一片铸税魂

湖南日报6月29日讯（通讯员
郑凯洲 王章建 记者 肖洋桂）6月28
日，石门县举行招商引资项目集中签
约仪式，现场签约工业项目10个、三
产项目2个，项目总投资52.7亿元。

其中，包括湖南湘佳股份公司
养殖及农产品深加工项目和 6 个子
项目，总投资30亿元；上海哲武农牧
公司蛋鸡、青年鸡养殖及饲料、蛋品
加工项目，总投资约 3.9 亿元；正大
集团年产36万吨饲料项目，总投资2
亿元；“璞谷·碧岩禅心”文化休闲旅
游项目，总投资 8000 万元；石门县

光伏发电项目，总投资约15亿元；夹
山镇农副产品流通中心项目，总投
资约1亿元。

石门县委副书记、县长郭碧勋
表示，近年来，石门在供地、行政规
费、配套建设等方面给予企业最大
限度的优惠和倾斜，确保投资者在
石门安心投资、放心发展。石门将继
续推行“一个项目、一名县级领导、
一套服务班子、一抓到底”的工作机
制和“五位一体”服务体制，点对点
为企业做好服务和保障工作，确保
项目早开工、早投产、早见效。

石门集中签约12个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