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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 � � � 湖南日报6月6日讯 （记者 陈昊 通讯员
史春枝） 记者今天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农
委了解到，该州今年春茶产销两旺，春茶产量达
2200吨，较去年增长19.6%；产值达12.45亿元，
较去年增长48%； 预计全年干茶叶总产量9990
吨，产值可达20.9亿元。茶产业已成为自治州特
色产业， 有力支撑了区域发展， 带动了脱贫攻
坚，促进了生态文化旅游融合发展。

今年，自治州州委、州政府提出了发展壮大
茶产业的目标： 到2020年建成茶叶产业基地60
万亩，实现产值50亿元左右；力争5年内建成100
万亩茶园，建成万亩示范茶园10至20个，绿色食
品认证茶叶基地达40%以上， 培育茶叶年销售

收入过亿元的龙头企业10家以上、 过千万元的
50家以上， 茶产业未来综合产值达100亿元，成
为特色农业主导产业， 把自治州打造成国内外
有影响力的绿色生态茶产地。

自治州州委主要负责人表示， 发展茶叶产业
要注重“三个结合”：与脱贫致富相结合，采取政府
扶持、 委托帮扶、 股份合作和龙头企业、 大户能
人带动等方式， 促进农民稳定增收致富； 与生态
农业相结合， 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 让最
优质的原料变成最优质的产品， 努力把茶叶面积
做成绿色产量、 绿色产值、绿色效益；与生态文化
旅游相结合，把民族民俗文化融入茶叶生产中，注
入品牌塑造中，导入市场营销中。

目前，自治州已有茶园总面积34.69万亩，比
去年增加5.37万亩。 全州茶叶加工企业达500
家，有茶叶类农民专业合作社200个，建成年加
工能力2000吨以上高标准绿茶、 红茶智能生产
线6条， 茶叶年加工能力达1万吨以上。“古丈毛
尖”获中国驰名商标，“保靖黄金茶”“古丈毛尖”
和“古丈红茶”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品
牌影响力不断扩大。古丈（茶叶）、保靖（茶叶）已
进入国家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创建区名单。

� � � �湖南日报6月6日讯 （记者 肖祖华 蒋剑平
通讯员 戴炜 谢雅）日前，邵阳市双清区小江湖
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5位女医护人员背着医
疗器械，步行5公里，来到地处偏僻、不通公路的
塔北社区、双清社区棚户区，为住在这里的签约
“家庭医生”服务的“留守老人”们体检。 今年，她
们已5次步行上门，为这里的老人提供贴心健康
服务。

去年来，双清区全力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工作，打通健康便捷服务“最后一公里”。 区里

组织乡镇（街道）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护
人员，组成55个签约“家庭医生”服务团队。 每个
服务团队由全科医生、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护士
共5人组成，以团体协作方式，为居民提供主动、
连续、综合的健康服务，包括基本医疗、公共卫生
服务等。 并针对居民健康状况和需求，提供不同
类型的个性化签约服务，包括健康评估、健康教
育、健康指导、转诊等。 对行动不方便的老人，还
提供家庭病床服务，由医生上门进行诊治。

针对贫困人口，双清区实施“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全覆盖，并开辟就医绿色通道、开通健康
扶贫“一站式”结算服务窗口等。 同时，优先在老
年人、0至6岁婴幼儿、孕产妇、慢性病患者、重性
精神疾病患者、残疾人等重点人群中，普及“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

目前， 双清区共有11.4万余人签约“家庭医
生”服务，签约人数占总人口41.7%。 其中重点人
群签约3.8万人， 签约率达64.7%；6285名贫困人
口100%签约。 在最近由区卫计局举办的“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活动中，现场就有506名市民签约。

� � � � 湖南日报6月6日讯(徐德荣 成俊峰
郭华)为深挖“常宁油茶”品牌价值，助力
油茶产业“接二连三”发展和壮大乡村
振兴的文化根脉，今天上午，以“常宁茶
油记忆乡愁”为主题的2018中国(常宁)
油茶旅游文化节在常宁市开幕。 油茶领
域专家学者、客商及广大游客等近千人
汇聚于此，尽享油茶旅游文化盛宴。

此次节会为期2天， 将开展油茶基
地实地考察、农副产品展销会、品牌建
设大讲坛、茶油美食节等系列活动。 据
悉，此次节会依托常宁特有的“种、榨、
食、用”等油茶文化，推出集油茶种植、
油茶观光、油茶摄影、油茶休闲于一体

的“油茶+旅游”体验。 尤其是节会推出
的油茶特色美食、 精加工油茶洗发水、
深提炼油茶护肤品等，让游客在不断体
验、感受和认知油茶文化的过程中传播
油茶文化，实现油茶产业与旅游产业深
度融合。

近年来，常宁市大力推进从“中国
油茶之乡” 向“中国油茶产业第一县
(市)”迈进，建成了百里油茶产业带、油
茶基因库、油茶产学研试验示范基地和
油茶风情园等，全国唯一的“国家油茶
生物产业基地” 也落子当地。“常宁茶
油”品牌效益凸显，逐步成为推动脱贫
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

� � � �湖南日报6月6日讯 （记者 蒋剑平
通讯员 贺旭艳）6月5日，邵阳市首届公
益创投入围项目签约仪式在该市社会
组织孵化基地举行。 来自邵阳市各地的
21家社会组织的21个公益服务项目，将
获得总计100万元福彩公益金的支持。

邵阳市民政部门负责人介绍，近年
来该市社会组织发展迅速，不断延伸养
老、助少、济困等社会服务，在社会治理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鼓励和支持他
们“用心做事、用爱暖人”，更好地为困
难群众解难帮困，邵阳市民政局转变观
念，大胆创新，于今年3月以来开展首届
公益创投活动。全市各社会组织共申报
了54个公益创投项目， 初审评选出27
个项目进行优化和个性指导。5月17日，
经评审会最终打分排名，优选了21个项

目入围。
入围项目中，有“挽救婚姻家庭，促

进社会和谐”“石家园社区助老爱幼厨
艺坊”等社区服务项目，有“失独不失
爱———计生特困家庭暖心计划”“癌症
患者康复扶持”等帮困服务项目，有“爱
暖银发———空巢老人社区支援服务”
“提升失能老人生活质量服务” 等助老
服务项目， 有“大邵之翼·儿童安全教
育”“青少年情商训练心理服务进校园”
等青少年服务项目，也有“推进融合教
育，关爱残疾儿童”等助残服务项目。

据悉，21个入围项目将分别得到4
万元至7万元不等的支持资金。在8至12
个月的项目实施周期内，将随时接受项
目督导评估，确保管理到位、服务有效，
并进一步提升社会组织的服务能力。

� � � �湖南日报6月6日讯（通讯员 何一航
何睿 记者 颜石敦）记者今天从郴州市
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了解到，该公司
近日与宇邦矿业签订股权转让意向协
议书， 协议收购宇邦矿业65%股权，预
计收购金额超过20亿元。

金贵银业是郴州本土成长起来的
白银“巨头” 企业。 近年来， 该公司先
后收购了西藏金和矿业、 西藏俊龙矿
业等， 并大力开发硝酸银、 银焊料、
银涂料、 银浆料、 银粉料等深加工产
品， 走出了一条“矿山采选、 冶炼回

收、 精深加工、 创新业务” 发展新路
子。 今年， 该公司以“白银城” 旗舰
店为平台， 通过门店向来郴州的旅行
团、 游客销售银器， 还在全国15个大
中型城市推广连锁加盟， 并依托自建
垂直电商平台和天猫、京东等第三方平
台培育有效客流。

目前，旅游消费、门店消费、网络销
售已成为金贵银业白银消费“三驾马
车”。今年一季度，金贵银业实现营业收
入24.21亿元、 净利润6864.18万元，同
比分别增长8.55%、43.43%。

湖南日报记者 邢玲 通讯员 宋咏琪

拿上垃圾铲，捡拾河道周边垃圾；穿上救生
衣，涉水将河里的垃圾捞上岸；打开笔记本，随
时记下发现的问题并向相关部门反映……这是
益阳市赫山区“民间河长”习石守的巡河常态。 6
月5日，2018年六五环境日，记者跟随这位“民间
河长”一起巡河，听他讲巡河的那些事。

今年40岁的习石守是一名个体户。身为“一
路随行”志愿者协会会员的他，去年加入了协会
的护河组。 一有时间，他和小组其他成员就会去
资江边走走，看到围栏花坛里有纸屑，他们会弯
腰去捡；看到有人往河里扔垃圾，他们便上前劝

阻。“一开始，也有人不理解，说我们多管闲事，
但今天劝一句，明天劝一句，就会有更多的人参
与进来。 ”如今，他们的护河组由最初的10余人
发展到了50余人，并分成几个小组。

今年1月，习石守接过了赫山区河长办颁发
的“民间河长”聘书，更坚定了护河责任感。 一个
“民间河长”手下6个“兵”，习石守这个小组负责
的是镜明河流域。 镜明河是烂泥湖大垸的一条
撇洪河，位于赫山区和湘阴县交界处，路途远、
河道长、支流多，习石守和成员一个星期巡河一
次。 早上6时集合，驱车至巡河地点，从头至尾巡
上一圈，需耗尽一上午，折返回来通常到了下午
一两点。

中餐在哪吃？ 路费怎么算？ 习石守呵呵一
笑，说：“我们是义务巡河，中餐有时回来吃，有
时就大家凑点钱路边吃。 至于路费， 区里有补
贴，每年1000元，但照我们一个星期巡一次的跑
法，远远不够，那就大家都贴一点。 ”

巡河时间长了， 习石守也有了一套自己的
“治水经”：“护河治河贵在坚持， 同时用行动去
感化大家。 我们做的是好事，保护好绿水青山，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在他的影响下，河道附近
不少居民都成了他的“眼线”，看到破坏河道的
情况，会第一时间通知他。

据了解，在益阳，还有3000余名像习石守一
样的护河志愿者，各县(市、区)也都建立了护河
志愿者工作站。 这些来自各行各业的志愿者不
计报酬、不求名利，却总能在大小河流边见到他
们捡拾垃圾、劝导环保的身影。

打造油茶品牌 助力乡村振兴
2018中国(常宁)油茶旅游文化节开幕

“用心做事、用爱暖人”
邵阳市21个公益服务项目获资助

金贵银业开动“三驾马车”
郴州白银“巨头”昂首前行

� � � � 湖南日报6月6日讯 （记者 郑旋
通讯员 陶静 ） 对行动不便的患者，安
排专车和医护人员接送， 免除挂号费、
诊疗费，开辟绿色通道；设立爱心扶贫
救助专项资金，对医疗费用个人自付部
分给予费用减免……今天上午，长沙市
望城区“同心之声 爱你所爱”社会扶贫
活动迎来第六场，爱心企业恒康医院启
动“医疗救助扶贫计划”，与20户因病致
贫的贫困家庭现场结对，为贫困户送上
“一对一”医疗救助帮扶。

2016年底以来， 望城区倡导并实
施“千金计划”，通过广泛发动社会志愿
者、爱心企业，注重扶贫先扶志，通过帮

助健智、就学、就业、创业等方式，激发
贫困户的内生动力，从而实现脱贫。 此
外，还号召参与的爱心企业自主确定计
提年销售额的一定比例作为爱心帮扶
基金，给予贫困户更多支援。

截至目前，“千金计划”已先后开展
联亲联扶、 筹资筹物、 暖居安居、 就
学助学、 强身健智五大专场活动， 吸
引100余家爱心企业和慈善团体加入。
在该计划的推动下， 267家爱心企业、
团体与858户贫困户结成帮扶对子，
641个精准帮扶项目得到落实， 共筹集
社会资金1836万元，提供就业岗位572
个。

望城“千金计划”送温暖
精准帮扶858户贫困户

向百亿元茶产业目标迈进
力争5年内建成百万亩茶园

力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组织服务团队55个，签约服务居民11.4万余人

自治州

双清区

“民间河长”巡河记

环保游艺会
6月6日， 长沙县六艺天骄长龙幼儿园，

孩子和家长一起参加环保小游戏。 当天，
该园举行环保运动会暨亲子游艺会。 通过
游戏和运动， 让环保理念深入到每位家长
和孩子心中。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田丽莉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