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0月22日讯 (记者 邹仪 通讯员 杨万里)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幸福生活。我要不忘初心、继续
前进跟党走。”10月18日， 永州市零陵区93岁老党员黄宏
才在家全程收看了党的十九大开幕会盛况， 在电视直播
结束后激动地对记者说。

黄宏才老人是零陵区水利局退休老同志。 为了以实
际行动喜迎党的十九大召开，10月12日，他在家人和同事
的陪同下来到区委组织部，将自己省吃俭用攒下来的2万
元交了“特殊党费”。

黄宏才家其实并不富裕， 住的地方是上世纪70年代单
位分的56平方米住房，至今还是一台10年前买的电视机。在
外人眼里， 黄宏才是个很节俭的人： 一件衣服可以穿十几
年，甚至几十年。孩子们买给他的几件新衣，他一直放在衣
柜里舍不得穿。 他常对孩子们说：“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我们要继续保持下去。”虽然要求自己节俭，但黄
宏才对党组织或工会组织的捐款捐物活动从不犹豫。 退休
30年来，他已数十次捐款捐物折合人民币上万元。

93岁老党员交2万元“特殊党费”

湖南日报10月22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黄燕
玲)金秋十月，永州市冷水滩区境内国道、省道及区、乡、村
公路，条条畅通有序。10月22日，行驶在通往普利桥镇的宽
阔道路上，冷水滩区交通局局长钱光耀告诉记者，目前全区
新上任315名路长，共同维护了全区道路的通畅和安全。

今年以来，冷水滩区出台“路长制”，建立了由28名区级
路长、13名乡镇路长、98名村级路长、176名巡查路长组成
的“四级路长”共建机制。由区委书记任一级路长，区长、区
人大常委会主任、 区政协主席及联系公路交通工作的区级
领导任二级路长，其他区级领导根据联系国道、省道、区道、
乡道、村道任区级道路路长，各乡镇、街道书记分别担任区
级道路副路长。

截至目前，全区新建通村公路127公里，提质改造区、
乡公路150多公里，提质改造村级道路216公里，打造了
零东圩公路、 冷东公路、S217线马坪至水汲江段、G322
线、新接线等5条样板路，全区181个行政村实现通畅率
达100%。

冷水滩区“四级路长”保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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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0月22日讯 （记者 蒋睿
通讯员 洪静雯）“过去的5年对于湘潭锰
矿来说，是实现从矿产资源枯竭区、地质
沉降区向国家绿色地质公园华丽蜕变的
5年。”今天，原湘潭锰矿电解金属锰分厂
技术工人谈少华在谈到湘潭锰矿的变化
时欣喜万分。 曾因过度开采而导致污染
严重的湘潭锰矿，如今已变成绿草遍地、
枝繁叶茂、 景观错落有致的湘潭锰矿国
家矿山公园。

湘潭锰矿国家矿山公园位于湘潭市
雨湖区鹤岭镇，是素有“百年锰矿、中国

锰都”之称的湘潭锰矿所在地。历经百年
的采矿、选矿、炼矿，湘潭锰矿见证了国
有独立工矿区发展的兴衰， 既为国民经
济作出了突出贡献， 也造成了锰矿地区
及牟渠沿线近50平方公里土壤的污染。

在国家有关政策支持下， 湘潭市在
大力推进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源头治理
的同时，于2013年成功获批全国第三批
国家矿山公园建设资格。“将园区建设规
划、矿山公园规划、示范工程治理规划、
鹤岭镇发展规划、 湘潭电化产业规划整
合，真正实现‘一张图’规划，避免重复建

设和资源浪费。” 雨湖区委书记王永红介
绍， 矿山公园项目总规划面积9.92平方公
里，核心景区1060亩，规划总投资4亿元。
公园划分为矿山环境恢复治理示范区、生
态农业观光休闲区、井下探秘区、现代工业
参观区、矿山综合服务区、科普教育区6个
功能区，分3期实施。

经过近5年建设，湘潭锰矿国家矿山公
园北门景区内满眼绿色， 文化走廊也已竣
工； 二期工程主碑广场基础施工已实施完
毕，停车场、景观台基础建设已完工；三期
主要建设矿山公园博物馆， 目前已完成设

计， 预计2018年将完成整个矿山公园建
设。届时，湘潭锰矿国家矿山公园将以独特
的锰矿矿业遗迹为核心，集中展现“中国锰
都”百年辉煌历史，成为集爱国主义、工业
旅游、 历史文化回顾和休闲娱乐功能为一
体的科普教育和全国矿山环境恢复治理示
范基地。

湖南日报10月22日讯 （记者 李秉
钧 通讯员 曾翔）10月19日， 记者到永
兴经开区采访， 园区企业晶讯光电公司
负责人介绍，他们投资6亿元的二期项目
今年3月动工以来，已完成厂房等主体工
程建设，目前正在开展4000名员工招聘
工作。二期投产后，年增加产值达10亿
元，年创利税可过亿元。

近年来，永兴县紧扣争创国家级园
区这个总体目标，大力实施“千家企业、

千亿投资、千亿产业、千亿园区”的“四
千”计划，构建“两区四园”产业格局。两
区即2个省级工业园区———永兴经开
区、永兴稀贵金属再生资源利用产业集
中区， 四园即两区分别所辖的2个工业
园。目前，已有500多家企业先后入驻园
区，贵金属精深加工、电子信息、生物技
术、电子商务、装备制造、高分子材料和
现代物流等特色产业初具规模。该县将
招商引资列为全县工作的重中之重，今

年头9个月，共引进企业50多家，引进投资
260多亿元 ，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4.05% 、
18.30%。

为加快园区发展， 永兴县在园区合理
设置产业发展区、 管理服务区、 商业服务
区、居住生活区，完善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
性服务业，建好路网、污水处理、标准厂房
等园区基础设施。同时，实行县级领导联企
包项、帮扶单位责任包干、园区干部职工蹲
守企业（项目）制度，强化对口联系、上门服

务。还成立了“便商之家”，全县52名县级领
导对60名重点客商， 一对一联络和帮扶，
为客商解决用地、手续办理等方面问题。今
年头9个月，已帮助入园企业办理报批报建
手续200多项。

今年头3个季度，永兴县园区共实现技
工贸总收入505.66亿元， 完成税收4.58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8.81%、15.18%。在全省
省级以上园区综合考评考核中， 该县园区
已连续3年位居前3强。

通讯员 向晓玲 湖南日报记者 陈昊

10月21日，秋日暖阳照耀着沅水两
岸。

一大早， 泸溪县慈爱园里，8岁的小
佳佳与小伙伴们穿上漂亮的新衣服，化
好妆，热切地等待着客人们的到来。阳光
照耀在孩子们红扑扑的脸蛋上， 格外温
暖。

8点多钟，一部部车辆驶进慈爱园大
院，欢腾的锣鼓敲起来，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人大常委会主任、 州慈善总会会
长彭武长来了，泸溪县县长向恒林来了，
爱心人士们、企业家们和县直机关单位、

乡镇的干部们来了， 他们有的抱起小朋
友亲切聊天， 有的拿出手机与小朋友自
拍合影，有的与老师交流，园里的气氛顿
时热烈起来。

这天是个好日子， 泸溪县慈爱园开
园了！

慈爱园系原福利院的敬老院改建而
成，位于该县武溪镇桥东社区，占地面积
20亩，建筑面积2580平方米。园内设有
学习辅导室、阅览室、娱乐室、放映室、医
务室、餐厅等功能设施，让入园儿童能享
受到优良的学习生活环境。目前，已有专
业教师资格辅导员10名，后勤人员5名，
为首批集中入住的68名贫困孩子提供

温馨、舒适的服务。
开园仪式上，爱心人士纷纷慷慨解囊，

自治州慈善总会送来了40万元爱心款，湖
南众鑫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场捐赠
2万元……短短半小时， 慈爱园就收到爱
心款100余万元，乐器、书籍、米、油等价值
8万元的物资。

《我相信》《爱在飞翔》《相亲相爱一家
人》，孩子们用自编自演的节目，感谢叔叔
阿姨们的关爱。

“叔叔，快看，这就是我的新家！”小佳
佳拉着记者的手， 兴奋地一路快跑到自己
的房间，屋里干净整洁，鞋子、生活用品摆
放有序，净水器、热水器等生活设施一应俱
全。

“我来这里一个多月了，阿姨们很照顾
我们，住在这里很开心。”幸福溢满了小佳
佳的小脸，她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湖南日报10月22日讯 （通讯员 张友
亮 记者 肖洋桂） “我捐5000元， 我捐
1000元， 我捐500元……”10月18日9时
许，常德市石门县壶瓶山镇江坪河社区扶
贫济困捐赠活动现场， 乡亲们捐赠踊跃，
爱心榜上的数字不断增加。当天，该社区
号召社会力量，以实际行动响应党中央脱
贫攻坚战略部署，向党的十九大献礼!
� � � � 江坪河社区是石门县122个贫困村
（社区）之一，现有330户986人，其中273人
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社区党支部倡议书
发出后，得到了社区党员、居民、在外成功
人士等积极响应， 白绍礼率3岁孙子白明
豪捐出5000元，刘长辉、白秋芬等81名爱
心人士慷慨解囊，共捐款2.51万元。

“中国锰都”变身美丽公园
湘潭锰矿建6大功能区实现华丽蜕变

永兴园区经济“马力”十足
连续3年位居全省园区前3强

湖南日报10月22日讯（记者 易禹琳）昨晚，在潇湘国
际影城东塘店，200多名在长沙工作的花垣人包场同看电
影《十八洞村》。现场，他们多次为片中熟悉的场景大笑，也
多次感动落泪。观影后，他们感慨：没想到家乡美得这么令
人震撼。

“那些看上去险峻的美景都是我们花垣的”“酸鱼、包谷
烧、黑板凳、鼎锅是我们花垣的”“唱苗歌、喝血酒是我们花
垣的”“那个杨懒讲的是我们地道的花垣话” ……刚看完电
影，这些在长沙生活工作多年的花垣人迫不及待兴奋地告
诉记者。

上个世纪90年代初在花垣当过县委书记的石维斌
清楚地记得自己曾经花了6个小时打着火把走过十八洞
村的18个连起来的溶洞。他刚从十八洞村回来，和电影
里一样，那里的农家乐、苗绣、猕猴桃产业都做起来了，
旅游也搞起来了，老百姓都脱贫了，真让人高兴。省政府
办公厅原巡视员邓守光是花垣人，连续三年去了十八洞
村，他说真实的花垣民风就像电影里那么淳朴，看了电
影，他对全国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更有信心了。他当场作
了一首诗：人民领袖到苗乡，精准扶贫旗帜扬，喜见村民
新面貌，亲亲热热拉家常。

湖南省领拓出国事务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余静从
小在湘西长大，为家乡的美自豪，她说特别能体会杨英
俊被定为扶贫对象的复杂心情，那是湘西人自强不息的
性格。自己是做教育的，以后想与湘西的很多学校合作，
让湘西的孩子走出国门开阔眼界。在长沙创业的石爱礼
几乎每月都要回一次花垣，他说电影中的房屋、路、方言
和人让他感到无比亲切， 特别是那种对亲人不离不弃，
再穷也守住善良的美德让他看了多次想哭。他希望湘西
的产业要选出优质产品，规模化，才能长远发展。花垣的
媳妇罗曙临教授也盛赞电影的构思好，要脱贫确实首先
要改造思想，其次要保护改善生态环境。

所有人都对片中出现的那块亮晃晃的堆满矿渣的
地感触最深，因为那样的尾砂坝是花垣的，是污染环境
的。他们希望家乡的尾砂坝也能像电影里一样，最终能
变成造福后代的福地。

200多名花垣老乡
同看电影《十八洞村》

爱心，点燃贫困孩子的希望
———泸溪县慈爱园开园见闻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李彬彬 温小林

10月22日，新田县龙泉镇大湾村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 瑶胞赵春贵售出300
只林下养殖的麻鸡，纯赚近1万元，他欣
喜地说：“今年12月还有500只麻鸡出
售，我铁定能脱贫了！”

大湾村是龙泉镇唯一的瑶族村，山
多地少，人均不足1分地。到去年底，全村
还有28户104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村
支书赵春华告诉记者， 这些瑶胞年纪都
较大，缺少劳动能力和致富技术。

今年初， 村两委和该县农委驻村扶
贫工作队多方考察， 发现林下养殖劳动
强度不大，产品还不愁销。于是，免费为
28户贫困户提供4000多只麻鸡苗，建起
2000多米围栏，邀请市县养殖专家进村
免费培训。

瑶胞赵福成却站出来“唱反调”，原
来，赵福成前几年发展林下养殖脱贫。去
年， 眼看能上市销售的400只土鸡、100
多只土鸭、70多只鹅几天里全部死亡，
损失7万多元。 他一家人也因此返贫。听
到这，大家都观望起来。

驻村扶贫工作队请养殖专家为赵

福成找失败的原因， 发现赵福成发展林
下养殖的林地没有与外界隔离， 很容易
传播病菌。 可赵福成还是头摇得像拨浪
鼓：“要是我再失败， 不是雪上加霜？”养
殖专家当即表态包技术、包成活率，这才
让赵福成放了心， 林下养殖鸡、 鸭、鹅
1500多只。

接下来， 养殖专家及时解决大家发展
林下养殖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上个月，村里
的麻鸡普遍出现厌食症状， 养殖专家在村
里连续7天采用艾草熬水喂食麻鸡等办法，
解决了这一难题。

到目前， 该村28户瑶胞都已经销售了
两批以上的鸡、鸭、鹅，平均销售收入在2.5
万元以上。赵春华对记者说：“到今年底，28
户瑶胞都能脱贫！”

发展林下养殖 推动瑶胞脱贫

湖南日报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欧阳常海

10月22日上午，桂阳县正和镇朝阳
村曹根生向记者展示了他父亲曹玉忠
遗留下来的革命军人证明书、立功报喜
信及3枚军功章。曹根生说，这几样东西
是他家的“传家宝”，因为它们记载了一
段永放光芒的革命历史，也寄托着自己
对父亲的哀思。

这份泛黄的革命军人证明书写着：
“曹玉忠同志系一九四九年五月参加我
军现在二三六团三营十二连工作，其家
属得按革命军人家属享受优待，此证。中
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政
治委员饶漱石，一九五三年农历五月初
七。” 证明书盖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
军区政治部印章。

曹根生介绍，父亲曹玉忠是一名狙击
手，先后参加过解放战争、朝鲜战争。195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立三等功，后负伤
转业回乡。当地政府对他父亲的生活非常
照顾，他父亲深受乡亲们爱戴。

今年，曹根生的儿子曹德源遵循爷
爷的遗愿应征入伍，成为了一名光荣的
解放军战士。

永放光芒的“传家宝”

湖南日报10月22日讯 （记者 刘跃
兵 通讯员 陈雄杰）今年以来，永州市各
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加大对企业
帮扶力度，1月至9月累计为企业减负
5000余万元。

该市举行招聘会帮扶企业用工，成
功向各类企业输送员工4万余人。全面落
实政策降低社保缴费费率，1至9月为企
业节约养老保险成本2400万元。大力实
施企业稳岗补贴政策。通过短信、微博、
微信、 网站等， 扩大政策知晓面和覆盖
面，促进政策落地见效。今年以来，核准
了湖南长丰汽车内装饰有限公司等34
家企业2016年度稳岗补贴，已发放稳岗
补贴近500万元。

永州人社部门
为企业减负5000余万元

石门：江坪河社区
扶贫济困献爱心

10月21日，武冈市“嗨花弄”生态农业创意产业园，游客在观景赏花游乐。该园占地面积2000亩，总投资2.2亿元，以“城市休闲”
为主题，开设有中心花海区、梯田花海区、游乐设施区等，吸引了湘桂黔周边10多个县市的游客。 王岐伟 摄

赏花休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