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邵阳市 晴转多云 16℃～31℃
湘潭市 晴转多云 14℃～29℃

张家界 晴转阴 16℃～28℃
吉首市 晴转多云 14℃～25℃
岳阳市 多云转阴 18℃～27℃

常德市 多云转阴 16℃～30℃
益阳市 晴转多云 15℃～30℃

怀化市 晴转多云 14℃～27℃
娄底市 晴转多云 17℃～32℃

衡阳市 晴转多云 16℃～30℃
郴州市 晴转多云 15℃～30℃

株洲市 晴转多云 17℃～31℃
永州市 晴转多云 16℃～29℃

长沙市
今天，多云转阵雨，明天，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
南风 ２ 级 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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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４月１４日讯 （记者 陈鸿飞 朱章
安 通讯员 陈国辉 欧阳明升）近日，在广
州市白云区人和镇， 由耒阳市永济镇外出
务工党员组建的创业者党支部的48名党
员，集中在镇会议室开民主生活会。老党员
黄长远激动地说：“有了创业者党支部，我
们过上了正常组织生活， 流浪多年的孩子
终于找到了娘。 ”

据了解， 创业者党支部带领流动党员
定期开展组织活动，已帮1500多乡亲找到
就业岗位， 还为打工群众解决困难120余
起，被外出务工群众称为“流动的党员，不
流失的堡垒”。

衡阳市有150多万名外出务工人员，
其中党员1.6万多名。 为使流动党员离乡不
离党、流动不流失、致富不忘本，该市推广

永济镇的做法，通过单独、联合、挂靠组建
等方式，建立创业者党支部。各乡镇通过创
业者党支部，加强对流动党员的教育、管理
和服务。目前，全市已在上海、广州、深圳等
地建立创业者党支部370多个，让流动党员
有了“娘家”。

衡阳市还利用QQ群、 视频等现代信
息手段， 加强对创业党员、 流动党员的管

理， 积极引导他们争当服务家乡的宣传
员、 信息员与建设家乡的投资者、 引进项
目的招商者、 奉献家乡的爱心者。 今年初
至3月中旬， 全市流动党员带动外出务工
创业人员， 已为家乡提供就业信息1.2万
余条， 协助引进项目117个， 为家乡捐款
捐物2600多万元， 还有近40名流动党员
回乡投资创业。

本报4月14日讯 (通讯员 周志敏 记
者 彭业忠) 今天， 从矿老板“摇身一变”
成为生态农业老大的德农牧业公司董事长
严德忠， 在牛群旁向记者说起自己的成功
“改行” 和发展前景， 感到非常自信。 他
仅用两年多时间就在花垣县道二乡种植优
质牧草12000多亩， 发展存栏和散养湘西
优质黄牛5200多头， 一个总投资达11.39
亿元的生态“牛都” 正在崛起。

千军万马上矿山， 花垣县的锰和铅锌

矿洞数量曾达1227个， 环境污染十分严
重， 生态系统退化形势严峻。 面对这种状
况， 他们以“壮士断腕” 的勇气和决心，
近年来对矿业秩序开展了全面整治， 积极
稳妥地实施从矿业大县转向生态强县的经
济社会发展先导战略。

县里真正形成了“宁要青山绿水， 不
要污染的GDP” 的共识。 断然采取“真
整、 真治、 真停、 真关” 措施， 大力开展
“两型” 矿山示范区建设， 果断关闭不规

范矿洞1023个， 将近1000个开采主体缩
减到23个、 将37个锰矿山整合为5个。 投
资72亿元建设生态工业园， 使资源配置得
到优化， 矿山面貌焕然一新。 着力改善生
态环境， 扎实推进“锰三角” 区域环境综
合治理， 规划建设的27个环保项目， 已有
20个基本建成； 大力实施退耕还林、 “八
百里绿色行动” 等生态工程， 成为“全国
绿色能源示范县” 和“湖南省可持续发展
试点县”。 同时， 努力发展环保产业， 提

倡和鼓励矿业企业家“改行” 发展生态农
业， 目前全县已有70位矿老板相继弃矿返
农， 分别从事种植、 养殖等生态农业产业
开发， 并已凸显良好的发展前景。

高山上的“绿色银行”
本报记者 张新国 刘跃兵 通讯员 尹健

4月8日，道县洪塘营瑶族自治乡大洞田村海拔1000
多米的层峦峻岭上，瑶族村民一边哼着瑶歌，一边挥锄种
下一株株厚朴。

村支书吴田清告诉记者：“我们村是全国7大厚朴产
业基地之一，全村种植厚朴3万多亩，人均达到30亩。按现
在的市场价折算，人均有近80万的资产存在‘绿色银行’！
而且，厚朴每生长一年，每亩可增加500至1000元产值。 ”

村会计周橡平补充说：“厚朴全身都是宝，皮、叶、花、
根都是珍贵药材，就连剥皮后剩下的茎，也是很好的建筑
材料。 ”

这时，厚朴种植大户盘永忠从山上下来，我们便与他
聊了起来。“你种了多少厚朴？都怎么卖呢？ ”“我种了400
亩厚朴， 销售根本不用我们操心。 每年5月到8月间，
来自香港、 安徽、 广东等地的客商纷纷上门收购 。
厚朴长在山上就如同把钱存在银行一样， 年年在长
钱呐！” 他还告诉记者， 自己每年育的厚朴苗都卖到了
全国各地。

在盘永忠的带领下， 我们来到厚朴苗培育大户赵登
跃的地里。 赵登跃滔滔不绝地打开了话匣子：“厚朴苗的
培育相当有讲究，先后有近20道程序，要严格把握好干湿
和温度。 每年，我光是卖厚朴苗就有5万多元的收入。 ”

水泥公路在山峦叠翠的厚朴林里蜿蜒延伸， 我们驱
车走进厚朴掩映的村庄。只见村庄规划有序，家家户户别
致的小洋楼在绿荫丛中格外醒目。

村委会主任盘技华一边走， 一边自豪地对我们说：
“这些年， 我们村依托厚朴种植走上了致富路， 近几年，
全村人均纯收入都在万元以上。 家家户户建起了小洋
楼， 不少村民家购买了小车， 最多的一家买了4台车。
村集体每年收入不少于50万元， 村里有了钱， 办起公益
事业来就方便多了。” 记者了解到， 现在该村村民的养
老保险、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费全部由村集体买单。
村里修的10多公里水泥公路， 全部由村集体投资， 没让
村民出一分钱。 村里建起了新学校， 每间教室和老师宿
舍都装上了空调。 村里还设立了奖学金， 对考上一、 二
本大学的本村学生， 每年奖励2000元， 直到他们大学
毕业。

记者 在基层流动党员有了“娘家”

70位矿老板弃矿返农

4月14日，
株洲神农城首
届潍坊风筝节
开幕，孔雀、蝴
蝶、蜜蜂、白雪
公主等具有潍
坊特色的艺术
风筝， 吸引了
数千游客争相
观看。 此次活
动将持续至6
月30日。

朱少培 摄

花垣从矿业大县
转向生态强县见成效

衡阳建立370多个
创业者党支部

本报4月14日讯（通讯
员 李勇军 李巧霞 记者
乔伊蕾）“不出家门就能学
到电车缝纫、 电焊等技术，
真是太方便了。”今天下午，
通道侗族自治县独坡乡新
丰村村民杨连丹高兴地告
诉记者，近日她通过参加由
该县人社局、职业总校开办
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技术免
费培训班，如今已经能独立
操作电机设备了。

据了解，该县自2005年
来开展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就

业和劳动预备制培训， 目前
已有2万余人受益。为拓宽广
大农民的就业渠道， 让他们
掌握更多的技术， 今年3月，
该县为新丰村、 骆团村争取
了240个农村劳动力转移技
术培训指标， 开设了免费技
术培训班， 让村民能够利用
闲暇时间在家门口学到技
术。今年，他们还将以送教下
乡、 基地培训的形式， 实施
1200个农村劳动力转移技
术培训，把技术、知识、文化
送到老百姓家门口。

通道2万余农民家门口学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