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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刘志军 林志斌

9月6日，祁阳县七里桥镇挂榜山
漫山叠翠，山果飘香。

海拔500多米的挂榜山村药材基
地里，茂盛的藤蔓间挂满了壮实的八
月瓜，如同一个个可爱的小娃娃。

该村支书陈国胜在藤蔓下穿梭，
忙着直播带货：大山里的八月瓜，山雾
滋润，山泉浇灌，现在接受预订……不
一会儿，订单不断。

陈国胜高兴地向记者介绍，八月
瓜要到月底才收获，但已经被大家预
订一空，每个售价10元。

村会计蒋永波满脸笑容地对记者
说，7月中旬搞了一次直播带货，已经

把各家各户的山货销售一空，现在都
是预订。

村民们告诉记者，如今，挂榜山村
的野生茶、药材、蜂蜜、走地鸡等山货，
通过直播带货等销售，十分抢手。

而在几年前，挂榜山村还是深度
贫困村。全村261户883人，山林面积
6165 亩，全部被纳入生态公益林，耕
地仅305亩。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88
户267人。

如何“破局”？永州市机关事务局
等单位驻村扶贫工作队深入村里走
访，村民都认为要引回经济能人，带领
群众转变观念，因地制宜发展产业，才
能脱贫致富。

2017年3月，村两委班子换届，在
祁阳县和贵阳市有两家家具厂的村民

陈国胜、从事餐饮业的彭红军、在广西
从事建筑业的蒋永波，分别被推选为
村支书、村委会主任、村会计。

陈国胜对记者说，当时，3人都很犹
豫，但面对父老乡亲们期盼的目光，他们
感受到了肩上的责任，选择回来。

山多田少，该怎么发展？新上任的
村两委班子很快与驻村扶贫工作队有
了一致的意见，由陈国胜等牵头成立
种养专业合作社，向大山要效益。

大力开发“山货”。山上有上千亩
野生茶树，合作社组织村民们采摘野
生茶叶，进行加工。还对传统的竹笋加
工方式，进行规范，提升品质。

发展林下经济。在林下种植八月
瓜、药用牡丹，养殖走地鸡、蜜蜂等。

不久，野生茶、蜂蜜等加工出来

了，八月瓜、药用牡丹也挂满了枝头，
怎么销售出去？村民们向陈国胜等投
向怀疑的目光。

合作社和驻村扶贫工作队却成
竹在胸。早在生产阶段，他们把村里
的美丽风光、村民们生产的情况，拍
摄成图片和短视频，通过互联网传播
到大江南北。

这时，他们组织直播带货，吸粉量
不断上升，村里的山货很快销售完。

产业兴旺,山货出山，带动村民们实
现脱贫。贫困户蒋孝威在合作社加工野
生茶，年收入3万多元。由合作社提供鸡
苗和技术指导，贫困户文广养殖走地
鸡，年出笼5000多羽,收入近4万元。

去年，挂榜山村脱贫出列，全村人
均纯收入突破1万元。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龚雅丽
通讯员 廖鹤松

9月7日，夜幕降临，涟源市伏口镇双
岩村文体广场响起欢快的音乐。霓虹灯
下，村民们踩着节拍，跳起欢快的舞蹈。舞
台上，男女老幼轮番上阵，一展歌喉。

“文体广场成了村里人气最旺的
地方，麻将声变成音乐声。”村党支部
书记张仿主介绍。

双岩村属偏远山区，位于海拔
800 多米的猫公岩顶上，这里山林多
耕地少，村级基础设施薄弱。“村里上
访问题多，许多村民热衷于打牌打麻
将，‘等靠要’思想突出，阻碍村里发
展。”2015年，娄底市文旅广体局驻村

帮扶，谈及当时村里的情况，帮扶工作
队队长赵金厚坦言。

首先要把“人”的工作做起来，聚拢
人心，搞文体工作的赵金厚深谙此道。

2016年，帮扶工作队将留守妇女
聚在一起，成立女子农民艺术团，设立
2支军鼓队和1支乐队，联系老师进村
教学。雷打不动的教学、喜闻乐见的节
目，使许多留守妇女告别牌桌，参与文
化活动。工作队还筹集经费，建设
1000平方米的文体广场，成为村民休
闲娱乐的大本营。

“以文化活动为平台，不仅提升了
村民的凝聚力，许多老大难问题也在活
动中达成共识，得以化解。”赵金厚说。
入户自来水需要专人维护和收费使用，

曾遭到村民极力反对，村里多次召开党
员大会和村组会，意见一直未能统一。
村干部将目光瞄准文体广场上的男女
老少，一边跳舞，一边讲解政策和周边
村落的做法，将意见化解在音乐声中。

吵架声、麻将声少了，村民脸上洋
溢出自信的笑容。为蓄力发展，村里启
动“文明家庭”“热心公益人士”“人穷
志不穷·脱贫靠自我”典型评选。聂雄
元照顾瘫痪公公，抚养2个孩子，5年
如一日；黄修南自力更生，养猪 60 余
头，顺利脱贫……12 户先进典型代
表，成为全村学习的标杆。

贫困户王泽骄把微信名改为“坚
强”，重树信心，不仅支持女儿考上大
学，还全力发展产业，日子越过越好，如

今成为文化广场上小有名气的“舞王”。
她感慨地说：“文化活动让我走出自我
封闭，典型评选让我有了学习目标。”

丰富的文化活动凝聚了人心。村
民从“看客”转变为“主人翁”，修路、架
线、建房，有利于村里发展的事项，只
要一声吆喝，大家撸起袖子就干。

5年来，基础设施薄弱的双岩村，
硬化公路2.7公里，解决了内无好路、
外无出路的问题；安装太阳能路灯
100盏，亮化村容；新建蓄水池17处，
解决安全饮水问题……

2018年，双岩村实现整村脱贫摘
帽，曾经的上访村、矛盾村已连续3年
无信访问题，邻里和睦、自力更生、支
持发展，成为双岩村的新名片。

湖南日报9月10日讯（记者 李永
亮）2020“乐享消费美好生活”湖南消
费促进月活动8日在株洲启动。

为落实商务部等部门开展的“百
城万企促消费”行动，省商务厅统筹全
省各地全力打造具有湖南特色的“乐
享消费 美好生活”消费促进月活动，
旨在通过系列活动有效带动信心回
升、消费回补和市场回暖。

活动月期间，全省各地将主办主
题鲜明、各具特色的促销活动。其中，
省商务厅、省财政厅将联合组织主办

“乐享消费、湘府有礼”消费券促销活
动、“湖南-阿里巴巴本地生活节”、“潇
湘韵 中国风——老字号嘉年华”、

“2020湖南餐饮特色食材峰会”、“出口
产品转内销”、“超级双12·长沙大宗商
品消费节”等活动。各市州将结合当地

传统节庆、周末大集、赛事展会等活
动，围绕“乐享消费 美好生活”主题，
举办包括汽车家电等重点商品消费、
品质家居消费、服饰精品消费、母婴产
品消费、电子信息消费、地方名特优新
消费、文创消费、“宅经济”“夜经济”等
特色活动。

省商务厅负责人表示，本次活动
鼓励各市州结合实际、衔接秋冬季系
列促消费活动，拓展消费促进月的时
间跨度，形成贯通全年、引领全年、带
动全年消费的积极态势，不断放大活
动成效和影响力。

启动式上，株洲市同步启动“神
农福地消费节”。即日起至 12 月 31
日，株洲市将开展全城商家大联盟促
消费、五大电商直播带货等 10 大主
题活动。

乐享消费 美好生活

湖南消费促进月活动启动

湖南日报9月10日讯（记者 彭雅
惠）今天，湖南省“互联网+发票有奖”
举办了第七期二次开奖活动，812名消
费者共获得187万元奖金。

除购买不动产以外，任何消费者
在我省消费100元及以上，索取增值税
普通发票就能获得三次开奖机会。其
中，一次奖天天开；二次奖在每个自然
月结束后第10天（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定期开奖，分为3 个中奖等次，单个奖
金分别为5万元、2万元、2000元不等；
三次将一年开一次，最高奖金50万元。

此次开奖活动共产生一等奖1名，
奖金 5 万元；二等奖 11 名，单个奖金 2
万元；三等奖 800 名，单个奖金 2000
元。

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提
醒，打算参加发票有奖活动的消费者
索取发票时，需要在发票抬头上的购
买方填写与个人身份证一致的姓名，
不能填写为“个人”。通过“湖南税务”
支付宝生活号、“湖南税务”“湖南财
政”微信公众号的“有奖发票”菜单即
可参与活动。

湖南“互联网＋发票有奖”举办第七期二次开奖

187万元奖金送给消费者

湖南日报记者 奉永成

9月9日上午9时，长沙电力职业
技术学院电网系正组织学生上网课，
秋季学期就将成为大二学生的廖湘
彬结合自己暑假在供电所实习时所
学到的知识，积极提问，获得了老师
的点赞。

廖湘彬是泸溪县兴隆场镇甘田
坪村的贫困学生，父母都是残疾人，
全家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去
年，廖湘彬高中毕业，驻村帮扶工作
队给他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建议他参
加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的定向培养
计划，毕业后可回到户籍所在地的供
电所工作。廖湘彬立即报了名。

一人就业，全家脱贫。2018 年开
始，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依托公司所
属的长沙电力职业技术学院，探索开
展“教育+就业”定向培养模式。由国
网湖南省电力公司制定招生计划，长
沙电力职业技术学院编制专科提前
批招生计划,报省教育厅审核通过后，
根据省教育考试院反馈的专科提前
批志愿填报情况,确定报名考生名单；
再由市州扶贫办根据名单精准识别
建档立卡贫困学生身份，经面试审核
后，签订定向培养协议。贫困学生毕
业后，成为乡镇供电所员工，实现“一
人就业、全家脱贫”。

去年，龙山县苗儿滩镇贫困学生
向明广高考成绩超过了二本线，向明

广跟家人商量，决定参加国网湖南省
电力公司的定向培养，既能解决就业
问题，稳定脱贫，又能回到家乡为乡
亲服务，一举两得。全家一致赞同，向
明广顺利成为定向培养计划中的一
员。

今年暑假，向明广根据学校安排
回到苗儿滩镇供电所实习。实习期
间，一个月有2000多元的补贴，毕业
后，成为正式职工工资会更高。向明
广一家对以后的生活充满了信心。

2018年和2019年国网湖南省电
力公司定向培养计划共招收了建档
立卡贫困学生310人。今年，定向培养
力度更大，计划在专科提前批招收建
档立卡贫困学生400人。

湖南日报记者 彭雅惠

凤凰的猕猴桃、安徽颍上八里河
烤鸭蛋、新疆干果、青海牦牛肉干、西
藏班戈的饮品……数百种来自五湖四
海的扶贫产品出深山、下高原，相聚湖
南国际会展中心，共同造就一场与众
不同的展会。

9 月 10 日，中石化扶贫商品展销
会暨易捷第三届易享节在长沙启动，
中石化宣布向消费者送出10亿元优惠
补贴，通过促成“买卖双赢”搅热消费
扶贫，畅通内循环。

卖方如何“赢”？
开创精准扶贫的“石化模式”

走进展销会会场，“湖南馆”跃入眼
帘。凤凰腊肉、湘西黄金茶、安化黑茶等

“湘味十足”的特色产品十分显眼。
“基本上把中石化易捷便利店里

的湖南扶贫产品都‘搬’到了会场。”中
石化湖南石油分公司总经理黄河介
绍，易捷是中国石化非油品业务品牌，
在全国有 2.78 万家便利店。自开展精
准扶贫以来，中石化湖南石油分公司
与湘西贫困地区合作，结合当地特点
和资源优势，共同选择和培育符合市
场需求的基地和品种，打造品牌扶贫
产品，通过易捷平台销售网络，帮助贫
困户脱贫致富。

来自湘西凤凰县的“苗老表腊肉”
是此次展销会重点推介的湖南扶贫产
品之一。“原来只能作为旅游特产销
售，销量不大。”展销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自去年该产品进驻易捷便利店后，
年销售额同比增长约2000万元，“‘苗
老表腊肉’现在已经成为当地许多贫
困户增收的主要来源。”

借助全国遍地开花的销售平台，
中石化以产业扶贫为支撑、消费扶贫
为突破，为扶贫产品打造出立体化营
销推广体系，开创了精准扶贫“石化
模式”，大批湖南贫困地区的优秀农
产品因此得以快速走出“深闺”、畅销
全国。

“今年以来，易捷平台已实现扶贫
商品销售额 3.4 亿元。”中石化销售公

司董事长赵日峰表示，此次扶贫商品
展销会，是中石化进一步发挥自身销
售渠道优势和内部消费优势，搭建消
费扶贫平台，帮助扩大贫困地区扶贫
商品销售规模，助力脱贫攻坚的一次
有益尝试。

展销会共邀请了中石化对口支援
和定点扶贫县的 12 县 59 家扶贫厂商
参展，设置展位 96 个，展示商品 3000
种。以甘肃东乡的藜麦产品为例，预计
展会销售可助当地 537 户农户户均增
收逾1000元。

买方如何“赢”？
“易享节”将10亿元补贴

到消费者个人

“10亿元优惠补贴除了让消费者在
展销会上可选购3000多种物美价廉的
商品，主要还通过‘易享节’落实到个
人。”中石化易捷公司总裁陈诚介绍。

在中石化扶贫商品展销会暨易捷
第三届易享节启动仪式上，中石化宣
布自 9 月 10 日起，在全国启动易捷平
台购物优惠活动“易享节”，活动为期
一个月。

活动期间，消费者在中石化加油
站加注汽柴油满一定金额就会获赠易
捷“满99元减30元”“满99元减40元”
等超值优惠券，凭优惠券可在任意易
捷便利店优惠购买商品。

10月9日0时至10月11日24时，
是“易享节”的高潮，这三天中，消费者
在中石化加油站加油满一定金额，可
享受加油站易捷便利店的“加一元多
一件”优惠，支付1元就可在制定的百
余种商品中选购一件。

除了线下活动外，线上的中石化
易捷商城还将通过微信小程序，在
全国范围内开展爆款拼团、特价专
区等活动，消费者线上下单，全国任
意一家易捷便利店提货，也可直邮
到家。

“优惠力度大，可以有效助力消费
复苏，畅通内循环。”中石化易捷公司
董事长叶慧青表示，易捷平台消费增
长，更有利于促销扶贫产品，可进一步
帮助湖南贫困地区增收。

湖南日报9月 10日讯（记
者 周月桂 通讯员 周铭）2020
厦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8 日
在厦门开幕。湖南团180人参会
参展，湖南展馆分为线下展馆和
云上展馆两部分，大力宣传湖南
投资政策、开放发展成果和营商
环境。

本次大会以“重振投资信
心，促进合作共赢”为主题，围绕
新常态化下的全球投资促进等
重点，吸引了140 余家世界500
强、跨国公司、央企、重要民企组
团参会。湖南团参加了大会组委
会组织的开幕式、领导巡馆、资
本与项目对接交流会、投资机构
交流会和湖南省情展示等活动；
厦洽会期间，省商务厅代表团还
组织了湖南（厦门）投资贸易磋
商座谈会，与厦门口岸办进行交
流座谈。

湖南线下展馆位于厦门国
际会展中心 C109 号展区，展馆
以“开放的湖南欢迎您”为主题，
重点围绕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
略来精心设计和布置，大力宣传
湖南投资政策、开放发展成果和
营商环境，展示中非经贸博览
会、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与洞
庭湖生态经济区等。

湖南云上展馆以“在湖南等您来”为
主题，包括湖南最及时和详细的投资动
态、投资政策、投资服务、项目清单、招商
地图等内容，更广泛地宣传湖南良好的
投资环境。

湖南日报9月10日讯（记者 刘
勇 通讯员 于红清）繁殖能力是决定
养殖业能否做大做强的关键因素之
一。9日凌晨，唐人神集团从丹麦引进
的第一批曾祖代原种种猪抵达甘肃
省兰州中川国际机场，开始挑战“每
头母猪每年能繁殖断奶仔猪36头”的
高产目标。

唐人神集团是我省首批农业产
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目前已构建
起涵盖生物饲料、生猪育种、种猪扩
繁、商品猪饲养、屠宰加工、餐饮连锁

在内的生猪全产业链经营模式。此次
从丹麦引进的种猪共计 1500 头，将
落户即将投产的甘肃美神育种有限
公司。“甘肃美神育种”是唐人神集团
1000万头生猪产业工程的重点子项
目之一。

据悉，在我国养殖行业内，当前
每头母猪每年能繁殖断奶仔猪平均
水平是 26 头至 28 头。生猪繁殖能力
越强，养殖效率就越高，养殖成本就
越有优势。唐人神集团养殖事业部相
关负责人介绍，公司将利用丹麦种猪

生长速度快、肉类品质好和高产的繁
殖性能，配合丹麦先进的生产管理、
饲料营养、环控设备等技术，努力实
现“繁殖36头”的高产目标。

日前的披露信息显示，由于部分
猪场扩建及部分新建猪场陆续投产，
产能逐步释放，唐人神集团8月份实
现 生 猪 销 量 10.7 万 头 ，环 比 上 升
30.3%，同比上升 47.4%。今年前 8 个
月 ，唐 人 神 集 团 累 计 销 售 商 品 猪
46.94 万头，销售收入 14.3949 亿元，
收入同比上升95.1%。

湖南日报9月10日
讯（记者 邓晶琎 蒋茜

通讯员 袁东伟）8 日在
永州启动的 2020 年湖
南省绿色出行宣传月和
公交出行宣传周发布消
息称，截至2019年底，我
省122个县市区全面实
现交通一卡通互联互通。
凡有“交通联合”标志的
交通卡，均可在湖南任何
城市的公交车、地铁、磁
浮列车乘车时使用。

据省交通运输厅介
绍，凡持有“交通联合”
标志交通卡，旅客即可
乘坐湖南任何城市的公
交车、地铁、磁浮列车，
也可使用手机扫码、支
付宝、微信、银联等多种
方式支付车费。

近年来，我省坚持
公交优先战略，推动公共
交通高质量发展。截至
2019年底，湖南新能源
公交车占全部公交车的
比例达86.8%，占比数居
全国第一；创建了28个
城乡客运一体化示范县，
全省具备条件的建制村
通客车率达100%。

挂榜山村：能人回乡兴产业

双岩村：文体广场聚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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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公司委托职院定向培养

贫困生就业脱贫有依靠

唐人神从丹麦引进种猪

挑战“繁殖36头”的高产目标

畅通内循环、搅热消费扶贫，“中石化”
掷10亿元优惠补贴——

“双赢”消费从湖南出发

9月10日，资兴经开区伟丰实业有限公司，工人在车间制作出口玩具。该公司是资
兴市重点出口民营企业，今年已接到外贸订单额3亿多元。随着大批来自欧美地区的
外贸订单签订成功，公司迎来生产高峰。

湖南日报首席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朱孝荣 摄影报道

外贸订单多
企业生产忙

湖南日报9月10日讯（记者 刘永
涛 通讯员 周闯 刘灵宁）8 日，以“建
设质量强省 决胜全面小康”为主题的
湖南2020年“质量月”在郴州启动。

湖南深入开展质量强省、强市、强
县、强业、强企建设。目前全省有效认
证证书超 4.8 万张、获证组织近 1.6 万
家，培育检验检测机构1700家，检验能
力覆盖我省 96%以上的产品，累计制
修订各类标准近4000项，指导10家企
业入围国家工业计量标杆示范企业。
湘潭市、株洲市质量工作获国务院真
抓实干督查激励。

今年的“质量月”活动，省市场监
管局牵头精心谋划了“质量标杆”“质
量供给”“质量监管”“质量帮扶”“消费
维权”“质量宣传”等 6 大系列 30 多项

活动，传播质量文化，弘扬“追求卓越、
崇尚质量”的精神。

全省厅局联动宣传、强化质量供给
是今年“质量月”活动的亮点。市场监管
部门开展百城千业万企对标达标提升
专项行动、检验检测实验室开放活动；
工信部门推出质量信誉承诺活动；科技
部门开展质量平台建设和关键领域核
心技术攻关活动；发改部门举办中国自
主品牌博览会“云上展览”；商务部门开
展“诚信兴商宣传月”活动等，引领各行
业、各领域加快构建层次丰富、优质高
效的湖南质量供给体系。

启动仪式上，郴州10 家企业代表
宣读“以质量提升促六保六稳倡议
书”，湖南65家企业先进质量管理经验
汇编而成《湖南质量管理经典》发布。

2020年“质量月”活动在郴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