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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13
长沙市
今天到明天，多云
北风 ２～３ 级 22℃～30℃

“跟着谭老板干，
比开出租车强”

本报记者 邓明 白培生 通讯员 李秉钧 何书典

“喂 ， 志勇 ， 你好 ！ 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帮忙
吗？” 9月23日， 安仁县 “蘑菇大王” 谭清生又接到
临武县邓志勇的电话， 两人一聊就滔滔不绝。 邓志
勇是临武县的一个残疾人， 去年8月跟着谭清生免
费学了3个月技术， 回家办了个小型蘑菇种植场 ，
每当碰到种植难题时， 他就打电话向师傅请教。

谭清生是安仁县坪上乡曹婆村人， 1988年开始
种蘑菇， 经多年打拼， 发展了6个种植基地， 面积
达300多亩， 产品畅销深圳等地。 他创办的清生菇
业有限公司， 年产值达5000万余元， 他也被当地人
称为 “蘑菇大王”。 在他的带动下， 安仁县已有6个
乡镇38个村近3000户村民种起了蘑菇， 种植面积达
8000多亩。

“残疾人生活艰难， 帮他们学一门技术， 就能
改变他们的命运。” 谭清生说， 自己富了， 各地来
向他学习取经的人络绎不绝， 他也乐此不疲， 无偿
向大家传授技术 ， 带领大家一起种蘑菇 。 对残疾
人， 他更是高看一等、 厚爱一层， 有求必应， 尽力
帮扶。 他的基地， 被郴州市、 安仁县残联定为残疾
人致富技术培训基地。

走进谭清生的蘑菇种植基地， 只见20多个工人
在专注地干活。 他们中， 身高不足1.4米的谭文华
显得格外 “扎眼”。 据工友介绍， 谭文华由于身材
矮小， 在外打工四处碰壁， 以前一直靠亲戚朋友接
济度日。 自从在谭清生这里学了蘑菇种植技术， 有
了一技之长， 其月收入达到1600多元。

在毛塘村分基地， 基地负责人蒋纯生正组织村
民接种蘑菇 。 他告诉我们 ， 他以前在广东开出租
车， 因右耳残疾不方便开车， 无奈回了家。 “我现
在一天能接种蘑菇900袋左右， 可以赚七八十元钱
呢。” 蒋纯生美滋滋地说， “跟着谭老板干， 比开
出租车强。”

据了解， 近几年来， 谭清生先后免费培训残疾
人近1000人次， 直接带动残疾人就业300余人， 其
中50多人当
上 了 小 老
板。

陪8旬老人免费体检
本报记者 周四根

9月16日， 我挂职所在的隆回县罗洪乡的新农
合医疗免费体检已接近尾声。 这天， 我来到负责体
检的罗洪医院， 偶遇一位83岁的老人， 并陪同他进
行体检， 亲身体会了这项惠民工程带给农民群众的
喜悦。

老人名叫杨仲其。 老人的子女各已成家， 老人
一人独居， 儿孙们劝他不要再做农活， 但是他觉得
闲着反而更容易生病， 所以在家种了半亩西瓜和一
些蔬菜。

在两层楼的医院里 ,来体检的是塘湾村等村的
村民。 心电图和内科检查都在一楼进行 ， 挤满了
人， 医生正有条不紊地为村民做检查。 二楼检查的
项目是B超和化验， 我主动提出要陪老人去做这两
项检查。 老人说， 过去得了重感冒， 宁愿喝碗姜汤
都不肯上医院。 活这么大， 这样一次性做十几项的
检查还是头一次， 而且这次自己还没掏一分钱。 老
人激动地说： “这样的好事， 以前做梦都不敢想。
真心感谢党的好政策！”

朴实的话语， 让我感慨万分。 新农合， 是党和
政府关注民生、 关心广大农民群众身体健康的具体
体现， 在农村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欢迎 。 由此联想
到， 我们党和政府的每一项工作、 每一项决策， 只
要是符合人民群众的所思所盼， 只要是一切以群众
满意为出发点， 都会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信任和理解。 农民得实惠， 政府得民心， 我们的各
项事业才能
得进步。

本报9月27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
员 任胜 淑根 争光 松柏） 今天一大早，
汨罗市弼时镇中学老师范清平兴冲冲来到
该镇莲花小学， 等候学生的到来。 范老师
从中学交流到小学任教快一个月了。 他感
慨道： “小学生比中学生天真活泼些， 课
堂组织当然要更艺术点。 在这里， 我觉得
自己的教书生涯多了新体验。” 今年下学
期， 汨罗市共安排160名初中教师交流到

小学任教。
近年来 ， 不少地方乡镇初中教师总

量超编 ， 而完全小学 、 村小教师数量出
现不足 。 为缓解这一矛盾 ， 汨罗市率先
采用支教方式 ， 调整部分初中教师到小
学任教 ， 今年 5月 ， 该市对初中超编的
25个乡镇学校下达了编制调整指令性计
划 。

暑假期间， 这些乡镇学校各出高招 ，

稳妥解决初中教师 “下嫁” 难题。 川山坪
镇规定： 凡晋升中学一级、 中学高级职务
的教师必须有2年以上的小学教育经历 。
红花乡采用教师双向聘任制的办法确定交
流教师。 沙溪镇对主动到偏远小学任教的
教师每月增加170元补贴， 在评先评优评
职称上予以倾斜。 桃林寺镇对去较边远、
薄弱的古塘完小任教的老师， 每人每月增
发300元奖励性绩效工资。 火天乡学校对

主动报名参加交流的教师每人奖励1000
元， 给予交通生活补助； 合格及以上且无
违法违纪行为的交流教师当年可直接评为
乡级优秀教师 ， 年度考核确定为优秀等
级 。 城郊乡学校校长梁爱东告诉记者 ：
“我们乡这次到小学的5位老师， 都是中学
的教学骨干， 他们到小学去， 缓解了小学
教师队伍老龄化、 薄弱学科教师短缺的问
题。”

记者在基层

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

挂职记者手记

联企连心产业兴
———芷江工商局服务红薯产业记

本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何培林

9月25日， 芷江工商局局长汤前荣带着该局商广股人
员，来到芷江渲丰薯业有限公司现场办公，指导公司“和平
薯业”、“ 渲丰薯业”商标争创全省著名商标。

“‘渲丰’从创业到今天，遇到了很多困难，一直是你们帮
我们拿主意、解难题。 ”公司董事长田小银握着汤前荣的手说。

2005年2月，田小银走出侗家山寨，来到芷江新店坪镇，
开起了红薯粉条加工作坊。 经3年打拼，2008年6月，怀化首
家红薯类产业化开发民营企业———芷江渲丰薯业有限公司
注册成立。 从这时起，芷江工商局将这家企业，作为联企定
点帮扶企业。

公司建立之初，由于缺乏经营管理经验，采用零散收购
方式，致使原料供应不上，公司陷入半停产状况。2009年初，
田小银在工商局办理企业年检手续时， 工作人员关心地询
问其公司情况，她说出了心中的苦闷。

“我们帮你出出主意。”该局工作人员提出，要保障生产
原料，必须形成“公司+基地+农户”的生产经营模式，成立
农民专业合作社。

随后，工商干部多次来到公司，指导制订章程，并下到
乡村向红薯种植户宣传成立专业合作社的好处。 2009年11
月，公司组建成立了田丰薯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目前，已发
展成员上1000人， 红薯种植面积也从最初近1000亩扩大到
1.5万余亩，3000余农户在企业带动下走上了致富路。

去年4月，一个珠海客商打电话给田小银，提出如果产
品质量过硬，将长期订购公司生产的全部产品，田小银喜出
望外。 当对方问及产品是什么品牌时， 田小银不知如何回
答，因当时公司还没有自己的商标。 “一个企业怎么连商标
都没有？ ”对方挂断了电话。

“有了商标，就像有了飞翔的翅膀。 ”田小银说，此事不
久，前来走访的县工商局商广股人员动员她派人参加工商部
门举办的“培育发展商标培训班”。并安排专人实行“一对一”
帮扶指导，从商标名称到图案设计，从有关申请资料填写到
上报，提供全方位服务。去年7月和今年1月，公司相继申请注
册了“和平薯业”、“渲丰薯业”商标，产品销量随之上升。

去年9月，红薯收购季节，四面八方的红薯大量送到公
司，这让田小银犯了愁。公司资金周转出现近300万元缺口，
没有能力照单全收薯农的红薯。 但如果叫薯农将红薯拖回
去，必然会挫伤其积极性。

田小银思来想去，决定找“娘家人”解难。县工商局负责办
理动产抵押登记的同志热情接待了她， 告之可以通过抵押贷
款解决资金难题。为解燃眉之急，县工商局派出多名干部分头
行动，一面帮企业整理抵押登记需要提交的资料，一面积极与
有关金融机构联系，协助企业办好了300万元动产抵押贷款。

本报9月27日讯 （记者 刘凌 通讯
员 王璎 查云帆） 长沙经开区今天传来
喜讯： 在商务部外资司最新发布的国家
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环境综合评比排
名中， 长沙经开区以总分405.96分居全
国90家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第 16
位 ， 比上年提升3位 ， 在中西部43家国
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居第3位 ， 比上
年提升2位。

近几年来， 长沙经开区投资环境日
趋优化，先后吸引了20多家世界500强企
业、40多家上市公司落户，园区效益明显

增强，2010年，成为我省首个规模工业总
产值突破千亿元大关的园区， 今年1到8
月份，园区实现规模工业总产值823.7亿，
同比增长37.4%，实现工商税收50.3亿元，
同比增长42%。在商务部组织的此次评比
中，长沙经开区技术创新、环境保护 、体
制建设、 发展与效率等多项指标位居全
国90家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前列 ，与
沿海发达地区先进开发区不相上下。 长
沙经开区负责人表示， 该区将继续做强
投资环境品牌，力争“十二五 ”期末挺进
国家级经开区10强行列。

本报 9月 27日讯 （覃 业 恒 成 鹏
唐莉茹） 近日， 到石门城乡走亲访友的
外地人惊喜地发现： 到处干净整洁， 群
众对现在的人居环境交口称赞。 这是石
门县实现城乡生活垃圾处理一体化后出
现的新变化。

近年来， 该县以建立农村环境卫生
长效管理机制为主线 ， 坚持以城带镇 、
以城促镇 、 城乡互动 ， 全面启动 “户
收 、 村集 、 乡储 、 县运 ” 的生活垃圾

处理一体化管理模式。 离城区较远的乡
镇， 采取大容量垃圾压缩车收集垃圾 ，
运送到垃圾处理厂进行无害化处理。 城
区合理布局垃圾中转站， 提高城区垃圾
收集和中转能力 ， 确保日清日运 。 目
前 ， 城区已建垃圾中转站 40座 ， 垃圾
屋、 垃圾桶120座， 配备果皮箱800个和
垃圾运输车18辆， 确保城区垃圾收集及
时， 运输及时， 处理及时， 日处理垃圾
能力达到220吨以上。

汨罗160名初中教师到小学任教

长沙经开区跻身中西部园区三甲

石门实现城乡垃圾处理一体化

郴州销毁一批假冒伪劣食品
本报9月27日讯 （记者 邓明 白培生 通讯员 李秉钧

周纳新）今天上午，郴州市在市郊垃圾填埋场集中销毁了一
批过期、劣质、假冒他人品牌食品，包括酒类、粮油、食品添
加剂、肉制品等64个品种，标值达63.2万元。

今年以来， 郴州市已出动工商执法人员1.6万多人次，
检查食品经营户2.5万多户次，检查各类市场380个次，抽样
检测、快速检测食品4236批次，下架和收缴各类不合格食品
近10吨，立案查处各类食品安全违法违规案件300余起。

近日， 宁远县冷水镇毛家村， 施工人员对 “空心房” 和
危房进行拆除。 近年来， 该村大力开展村庄整治， 加强基础
设施建设， 积极倡导乡风文明， 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

本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欧阳友忠 摄

邵阳市 多云 22℃～31℃
湘潭市 多云 21℃～32℃

张家界 阴转小雨 21℃～28℃
吉首市 阴 19℃～29℃
岳阳市 多云 21℃～29℃

常德市 阴 18℃～28℃
益阳市 多云 19℃～30℃

怀化市 多云 21℃～30℃
娄底市 多云 23℃～31℃

衡阳市 多云 22℃～32℃
郴州市 多云 21℃～31℃

株洲市 多云 22℃～30℃
永州市 多云 22℃～31℃

扎实推进
新农村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