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铸造“一支永不走的工作队”
——岳阳书写长效脱贫新答卷

长沙
二手住房买卖

实现水电气联动过户
湖南日报8月6日讯（记者 金慧 李治 通讯员

廖亚柳）“原本需要跑4趟，现在1趟就搞定了，10
分钟不到就办好了，真高效！”8月5日上午10时
30分，长沙市开通“不动产二手房转移登记与水
电气联动过户”，天心区的王女士成为第一个享受
这项便利的市民。

过去二手房过户后，群众需花费很多时间，跑
多个部门，重复提交申请资料，才可办完各相关变
更手续。记者从当天举行的“不动产二手房转移登
记与水电气联动过户”开通仪式上获悉，即日起，
凡在长沙市内五区购买二手住房的市民，可在申
请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的同时，同步申请水、电、
气联动过户，各部门主动上门服务，让市民实实在
在享受到“最多跑一次”的便捷。

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长沙市发改委、市自然
资源规划局、市数据资源管理局、市优化办、市不
动产登记中心以“一窗受理”为目标，联手长沙市
供电、供水、燃气等公司，通过流程优化、消除壁
垒、数据互通，采取“数据共享、服务集成”方式，让
分散在水电气3家办理的业务归并到不动产转移
登记时一并办理，做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邵阳
上半年城乡

新增就业6万多人
湖南日报 8月 6日讯（见习记者 昌小英

通讯员 杨昌泉）8月3日，记者从邵阳市人社局
了解到，今年上半年，该市城乡新增就业6万多
人，其中城镇就业21821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
业38471 人。此外，实现失业人员再就业10604
人，其中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4648人。

今年来，邵阳市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
工达产，相继出台稳就业政策措施和帮助企业复
工复产措施。截至6月底，全市落实以工代训补
贴、一次性用工补助、吸纳就业补贴和各类奖补
资金1447.98万元；累计发放就业扶贫政策资金
1.54亿元，惠及企业及贫困劳动力32万人次；减
免企业社保、工伤、失业三项社保费13808.77万
元，为 207 家企业 4.14 万名职工发放失业保险
返还资金1001.13万元。

同时，邵阳市完善“市统筹、县为主、乡负责、村
落实”工作机制，提供“就业直通车”无缝对接服务，
输送农民工1.5万余人。围绕扶贫车间复工复产、农
民工返岗就业等，打出技能培训、转移就业、就业援
助、创业帮扶等组合拳。建成就业扶贫车间632家，
建设就业扶贫基地76个，累计发放转移就业交通补
助、就业创业补贴等就业扶贫扶持资金1.48亿元。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乐水旺 刘鹏

8月4日，宁远县水市镇潭村柰李
基地，来自附近村庄的 30 名贫困
村民在采摘最后两批柰李。

记者看到，这里的柰李与其
他地方青色的柰李不一样，个个颜
色金黄，被称为“黄金柰李”，售价
也远远高出普通柰李。

宁远县纪委监委干部向记者
介绍，在去年举行的中国北京世界
园艺博览会上，“黄金柰李”通过湖
南农科院园艺研究所推荐，获得银
奖。
种植“黄金柰李”的，是宁远县3名

80后大学毕业生，他们是分别从江
西财经大学、青岛航空大学、上海
交通大学毕业的莫凌波、石先胜、
莫候。走出大学校园后，他们曾先
后找到稳定的工作，收入不错。然
而，他们都有一颗创业的心。

2015年，莫凌波、石先胜、莫候聚
在一起谋划创业。3人想到，家乡盛
产柰李，但精品极少，能否通过精细
化管理，提升柰李的品质呢？

他们的想法，最初家里长辈无
法接受，却得到当地纪委干部大力
支持。当年，他们流转 800 多亩荒
山，全部种下柰李。
果树三分种，七分管。莫凌波、石先胜、

莫候主动与湖南农科院等科研单位对
接，在湖南农科院园艺所专家李卫东指
导下，每一个生产环节都严格按照高标
准、精细化管理要求落实好。
要种出精品，还得创新。2018 年，

柰李挂果后，莫凌波、石先胜、莫候
在李卫东指导下，尝试对柰李进行
套袋，却被在果园务工的村民劝阻，
村民说，当地入夏后气温高，套袋还
不把果实热坏？

莫凌波、石先胜、莫候相信科
学，他们分别给柰李果实套上3种套
袋，每天观察，记录数据，及时改进
管理方式。经两年努力，终于获得成
功。今年，他们发现每棵树上留 200
颗柰李，果实的个头和品相更好。

柰李套袋管理后，几乎不施农药，
果实也变成金黄色，每个果实的含糖
量达16%左右，受到商家和消费者欢
迎。他们还主动无偿向当地果农推广
自己积累的种植和管理技术，带动果
品提质。

说起几年的创业经历，莫凌波、
石先胜、莫候说，感谢大学教育，给了
他们思考问题的能力和克服困难的
勇气。今后，他们将进一步探索柰李
高产优质栽培管理技术，带动广大果
农共同打造优质的柰李果品。

3位大学毕业生
回乡创业——

“黄金柰李”
呱呱坠地

养鸡过上“七彩生活”

碧水绕山城
8月6日，平江县城，汨罗江穿城而过，一川锦绣宛如画。近年，该县以落实推进“河长制”为抓手，创新

综合执法体系，聚焦“样板河”建设，形成行政河长与民间河长共同管河护水长效机制。目前，河道水质提升
至Ⅱ类，基本实现了河畅、水清、堤固、岸绿、景美的目标。 湖南日报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晏理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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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曾玉玺
通讯员 李沙 刘莎

“七彩山鸡性格傲，却是致富‘宝’。”8月2
日，双峰县杏子铺镇欧源村仙女山珍禽养殖
场，“养鸡达人”宋映华一边给鸡投食，一边介
绍，去年靠养殖七彩山鸡，净收入10多万元。

七彩山鸡如其名，羽毛七彩斑斓，尾巴细
长，昂首挺胸，“傲视”鸡群。在宋映华看来，她
能走出自己的“至暗时刻”，养殖七彩山鸡帮了
大忙。

2015年，因一场车祸，宋映华的丈夫伤重
去世，她和两个女儿住院，花光了积蓄，她家成
了欧源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她也曾到镇里的扶
贫车间工作，但收入有限，难以支撑家庭开支。

2017 年，杏子铺镇动物防疫站站长胡曙

光找到宋映华，引导她发展养殖业脱贫致富。
宋映华既无资金又无技术，不敢下决心。胡曙
光便从专业角度分析养殖的前景和趋势，并
提供生猪、肉牛、七彩山鸡等养殖方案，最终
促使宋映华选定七彩山鸡，并在年底建起了
养鸡棚。

如今，宋映华的养鸡棚已从 1 个发展到 4
个，除七彩山鸡外，新增了珍珠鸡、走地鸡等。

“七彩山鸡，总是昂首挺胸，积极对待生活，这是
我选择它的原因之一。养鸡场发展得这么顺利，
要感谢罗队长等‘贵人’帮忙。”宋映华说。

宋映华所说的“罗队长”，是国网双峰供电
公司驻欧源村帮扶工作队队长罗建和。2018
年，罗建和成为宋映华的帮扶责任人，对她说
过一句话，她铭记至今：“有困难来找我，我是
你的帮扶责任人，对你负责到底！”

那一年，宋映华养殖七彩山鸡尝到了甜
头，想扩大规模，但缺乏资金。

“资金有困难，宋映华又不懂如何办贷
款，几次去银行都无功而返。”罗建和说，他找
到宋映华，帮她了解政策、整理材料、沟通银
行。最终，宋映华顺利拿到5万元贴息贷款，
养鸡场实现扩建。

今年受疫情影响，宋映华的七彩山鸡销
路不畅。罗建和又积极对接单位食堂采购，
并向亲友“推销”七彩山鸡。仅6月，国网娄
底供电公司和双峰供电公司的职工食堂，
便向宋映华采购了100多羽鸡。

在宋映华家门前，整齐摆放着一排水
泥柱，那是准备用来建新鸡棚的，她打算
继续扩大养殖规模。在罗建和鼓励下，宋
映华成立了双峰县冠杰种养农民专业合
作社，吸纳村民加入，共奔致富路。

“我希望通过‘传帮带’，带领大家一
起过上‘七彩生活’。”宋映华说。

“上岸”，风景正好
湖南日报记者 李永亮
通讯员 尹照 戴立明

沿湘江东岸向上，过株洲航电枢纽再走3公
里，是株洲市渌口区南洲镇昭陵社区。8月5日，
记者右拐下堤，穿过一条百米碎石路，来到昭陵
社区渔民刘冬霞家。

“咯咯咯咯！”以废弃的船篷为顶，造出一
个鸡圈，一群鸡正在啄食玉米。刘冬霞告诉记
者，禁捕上岸后，为了打发时间，喂了20多只
鸡。

昭陵社区共有77户渔民，是株洲市渔民
聚居地之一。今年初，当地启动禁捕退捕时，
包括刘冬霞在内的大部分渔民都不理解。

“我们世代捕鱼为生，上岸了，没田没地，以
后日子怎么过？”刘冬霞家只有0.4亩菜土，
她忍不住对上门做工作的社区党支部书记
甘彬发脾气。

甘彬深知渔民不易，他耐心地宣讲政策，
终于打动了刘冬霞。“10年前，出船一次，可打
鱼20斤，现在只有三四斤。”打了一辈子鱼，刘
冬霞亲眼目睹湘江生态恶化、渔业资源衰减，
内心深处感到焦虑，“再这样下去肯定不行，
湘江确实到了休养生息的时候。”

拖船上岸，刘冬霞和丈夫将渔具上缴
给农业农村部门，签下退补协议，领回2.9
万元补贴款。按照政策，她一家每月可领
到600元生活补助。

刘冬霞夫妻二人虽年近50岁，但身体
健康。农业农村、人社部门联合对渔民进行
技能培训、推荐就业，丈夫陈桂珍进入株冶
新材公司上班，每月工资3000多元。

“屋里有80岁的老母亲要照顾，我喂点
鸡鸭，打点零工，经济上跟以前差不多。”刘
冬霞说，她最担心的是社保问题，“以后老
了，干不动了，怎么办？”

“你放心，前段时间摸底后，市区
两级正在制定相关政策，大方向是一
户一策、老有所靠。”甘彬肯定地答
道。

“政策这么好，日子只会越来越好！”
刘冬霞露出一口白牙。

据了解，目前昭陵社区已有76户
渔民签订退补协议。

“错位式”斑马线亮相长沙
8月6日，长沙市天心区芙蓉中路七里庙路口，行人通过“错位式”斑马

线过街。该路口改造前车辆和行人相互抢道，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近日，交
警部门将其改造成三段“错位式”的人行横道线，增设了等候区，提升了车
辆、行人的通行效率，行人安全也得到了保障。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见习记者 周磊 马如兰

7月底，是平江县三市镇淡江村贫
困党员吴建军最忙的时候，100多只黑
山羊、10 多箱蜜蜂、20 多亩田，都要操
心。“现在每年能赚四五万元。”吴建军
说，他在驻村工作队和村党支部帮助
下，发挥自身优势搞种养，已摘掉穷帽。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
来。2017年，岳阳市1141支驻村帮扶工
作队、2549名驻村工作队员，进驻贫困
村开展帮扶。他们强化党建引领，推动
党支部“五化”建设，大力培养乡村建设
人才。今年，进一步加强贫困村党建，推
出“五强五好”工作举措，打造一支“永
不走的工作队”，构建长效脱贫机制。

目前，岳阳市 319 个贫困村全部
出列，国家级贫困县平江县成功摘帽；
全市贫困人口累计减少38.6万人，综合
贫困发生率从9.46%下降至0.37%。

建强堡垒，尽锐出征力战贫困

“‘五强五好’，就是要强堡垒，打造
好班子；强素质，锻造好队伍；强支撑，培
育好人才；强基础，发展好产业；强引领，
完善好机制。”岳阳市派驻贫困村帮扶工
作队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冯建军说，“贫困
村实现稳定脱贫、稳步振兴，关键要有一
个好班子、一支好队伍。”

东风好作阳和使，逢草逢花报发
生。“刚来时经常遇到‘上访’群众，支部

建设也问题重重。现在工作比以前好做
多了。”平江县加义镇杨柳村党支部第
一书记吴四兵说，岳阳市帮扶工作队进
驻杨柳村以来，坚持党建引领，开展支
部与党员谈心、党员与贫困户结对子等
7大活动，拉近了与党员群众的距离。

村党支部书记刘忖辉对记者说：“不
少党员都说思想上重新入党了，脱贫攻
坚内生动力更强了。”最近村里遭受暴雨
灾害，党员群众一呼百应，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使。群众纷纷表示，有党支部的
地方，就有了“主心骨”“定盘星”。

脱贫攻坚是一场硬仗，必须选精兵、
点强将。岳阳市通过社会公开招聘、回引
大学毕业生、推选本村青年农民等方式，
为每个贫困村配备1至2名后备干部。今
年定向发展贫困村35岁以下年轻党员
96名，培养贫困村入党积极分子215名，
为村级党员队伍注入新鲜血液。

“抓班子，建队伍，聚人才，强保障，
才能为长效脱贫提供强有力的组织支
撑。”岳阳市委组织部基层党建办主任潘
岳清介绍，该市每年集中轮训村党组织
书记，今年为2045名乡镇（街道）党（工）
委组织委员、村（社区）党组织书记等，上
了一堂别开生面的大型“网课”。

榜样带头，脱贫路上一个不少

“我有 3 口鱼塘，还养了鸡、鸭、
鹅、猪。这多亏了杨队长！”岳阳县月田
镇白竹村贫困村民陈志遥有一定的养
殖知识基础，2017 年，岳阳市林业局

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杨跃中推荐他参
加市致富带头人培训班，鼓励他发展
养殖业，又帮他申请 4 万元无息贷款。
第一年养殖，陈志遥赚了 6 万多元，随
后扩大养殖规模。见他赚了钱，村民们
陆续瞄上了养殖业这条致富路。

在岳阳市，“头雁培养计划”处处开
花。平江县浯口镇田湖村成立了农业专
业合作社，党员致富能手带头示范，领
办芦笋种植基地，带领群众入股合作。
村党支部第一书记杨建新说：“芦笋、辣
椒等新品种长势喜人，今年有望获得好
收成。”

头雁展翅翱翔，群雁紧随其后。岳
阳市构建市级重点培训、县市区普遍轮
训、乡镇日常教育培训机制，通过开展
新型职业农民、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
培养了农民大学生 5600 余人、新型职
业农民10万多人。

去年，岳阳市委组织部举办两期农
村党员致富带头人专题培训班，培养贫
困村党员、合作社负责人、致富带头人
等560人。一帮十、十帮百，致富带头人
成了贫困村发展中最活跃的“因子”。

产业发力，广阔田野捷报频传

平江县南江镇罗洞村汇三农
食品公司扶贫车间里，工人们动作
麻利、技术娴熟，忙着将腊肉装袋
打包。“我以前在外地上班，两个小
孩没人带。现在收入有保障，家里
也能照顾上了。”2018 年，车间化

验员曾礼平脱了贫，一份稳定的工作让
她感到很幸福。

2018年7月，岳阳市工商联驻罗洞
村帮扶工作队队长何青锋鼓励党员王
易平带头开办扶贫车间，协助他引进生
产加工线、产品检测设备、技术人员等。
目前，扶贫车间年生产能力达 110 吨，
吸纳贫困村民就业 11 人，受益困难群
众168人。

临湘市双泉村黄桃园硕果累累，岳
阳县月东村养蜂合作社蜜糖醉人，平江
县淡江村谷雨烟茶香飘四方……近年
来，岳阳市大力推行“村党组织+合作
社+产业”模式，全市 7701 个专业合作
社吸纳 4.2 万多户贫困户参与，户均增
收 2000 元以上。各贫困村立足资源优
势，发展稻虾种养、油茶种植、特色水果
等 8 大传统特色产业，去年带动 1.4 万
余人脱贫。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
金。穿梭于岳阳城乡，鲜艳的党旗高高
飘扬，产业富民之花璀璨绽放，脱贫致
富步伐稳健铿锵。“一支永不走的工作
队”以实干为笔、初心为墨，书写着脱
贫攻坚新答卷……

常德经开区
13个项目集中签约
湖南日报8月6日讯（记者 鲁融冰 通讯员

罗勇）日前，常德经开区 13 个产业项目集中签
约，为该区晋升国家级园区十周年献礼。本次签
约项目涉及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
电子信息等领域，共计投资121.8亿元。

据介绍，13个产业项目中,新能源商用车制
造项目由法诺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出资75亿元，
建设新能源大巴、新能源皮卡、新能源重卡汽车
生产线，以及高效能电池集成管理系统生产线。
预计产值可达300亿元，年缴税收10亿元以上。
由安徽中科大国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出资建设
的常德城市云大数据中心项目，总投资5亿元，
建设内容包括大数据应用平台、大数据研发中
心、大数据产业综合发展基地。常德市原料药和
制剂国际化产业园项目，由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
限公司出资建设，固定资产投资6.84亿元，规划
用地282亩，主要生产原料药和制剂产品。

集中签约的项目还有酒店智能机器人项目、
智能涂覆材料制造项目、光储微电网项目、清洁
能源新材料产业园项目、四座公务飞机整机制造
项目、通航飞行营地项目、民航新能源机场专用
装备制造项目、汽车零部件智能制造项目、高低
压电气成套设备生产项目和中小企业智能制造
创新中心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