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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 （记者 肖祖
华 蒋剑平 通讯员 刘世杰 张臣）“今年
秋季开学后，我了解到这个孩子家里确
实困难， 向学校申请， 把他列为帮扶对
象，享受相应教育扶贫帮扶政策。”近日，
邵阳市双清区大水小学老师罗向介绍，
该校五年级学生小星的爷爷在今年5月
去世后，小星和年迈的奶奶相依为命。因
家里贫困，小星一度想弃学。学校核实其
家庭情况后，为他申请到特困学生补助，
让他安心学习。

双清区现有各类在校学生2.5万多
名， 其中进城务工外地户籍学生占
48%。今年来，为了让包括外地户籍学
生在内的家庭贫困学生得到资助，该
区制定了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 (职 )
中教育等学段教育帮扶政策清单，并
建立“双清学生资助”微信公众号，向
家长广泛宣传教育扶贫政策。 还将学
生学籍系统与邵阳市扶贫办建档立卡
贫困户信息系统进行对接， 通过村级
组织审核、扶贫办比对等，建立起全区

教育扶贫精准数据库。今年上学期，共
发放资金297.46万元， 精准资助贫困
学生4864人次，并为512名异地就读困
难学生发出资助函。

同时，双清区大力实施薄弱学校改
造。去年来，共投入6000余万元，改扩
建、新建学校41所；投入1670余万元，购
置图书6万余册和一批仪器设备。城区6
所中小学校还结对帮扶农村地区薄弱
学校，促进了城乡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目
前，该区已建立起从贫困学生资助到办

学条件改善、 从亲情缺失关爱到道德品质
培育的教育扶贫体系， 让每个学生都获得
良好教育。

双清区爱莲街道云水学校贫困学生小
黄因身体原因，休学在家。从去年起，云水
学校安排两位老师， 每周轮流一次到他家
中送教。 今年， 双清区推广云水学校的做
法，对15名因病因残休学的贫困学生，安排
教师送教上门，并对4名厌学辍学的贫困学
生开展结对帮扶。近3年来，该区没有一人
因家庭贫困而失学。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 （记者 严万
达 通讯员 刘骄扬）近日，蓝山县毛俊水
库枢纽大坝建设工地上， 施工人员在抓
紧施工，抢工期、赶进度。至今年10月，
毛俊水库建设累计完成投资9.7亿元，其
中今年1至10月完成投资4.3亿元。 毛俊
水库建设加快，是蓝山县稳定投资、增强
后劲的结果。

今年来， 蓝山县全力优化投资结
构，提高投资质量。年初，该县围绕新旧

动能转换重点产业、重点领域，安排重
点项目 108个， 年度计划完成投资
103.35亿元。其中产业项目76个，已全
部启动建设。为实现稳投资目标，蓝山
县狠抓招商引资，通过开展“迎老乡、回
故乡、建家乡”等活动，出台多项举措，
打造返乡创业“绿色通道”，激活民间资
本活力。总投资达10亿元的湘江源皮具
产业园项目， 以及龙昌智能机器人、伏
美科数码、龙泽环保等一批投资过亿元

的高新技术产业项目， 相继落户蓝山。
今年前三季度，全县新引进产业项目22
个，总投资达62.3亿元。

为了让重点投资项目早日落地投
产， 蓝山县推出审批全程代办制、31天
限时办结制等，并进行集中审批，做到县
内审批3天内完成。同时，积极开展基层
政务公开化标准化规范化建设试点。良
好的营商环境，吸引投资商纷至沓来，一
些老企业也追加投资。 香港新井集团投

资11.09亿元，建设云冰山景区项目。台资
企业湘威公司追加投资3000万元， 新增2
条制鞋生产线。 港资企业星月玩具先后投
入1.6亿元，建设智能机器人生产线等。

蓝山县还采取措施，精选投资方向，用
活用好资金。今年前三季度，预计完成固定
资产投资44.85亿元，同比增长14.5%，其中
产业项目投资22.43亿元，占固定资产投资
总额50%， 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动力和活
力。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 （记者 肖祖
华 通讯员 周剑锋 ） 建设好乡村干部
队伍，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乡村振
兴的关键因素。近日，邵阳市委制定出
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乡村干部队伍
建设的若干规定》，以激发乡村干部干
事创业内生动力。

邵阳市委这次出台的这个规定推
出了13项措施， 包括强化重视基层选
人用人导向、抓好村（社区）党组织书
记队伍建设、拓展乡村干部成长空间、
加强乡村后备干部队伍建设、 保持乡
村干部队伍相对稳定、 全面保障乡村
干部待遇和工作经费、 不断改善乡村
干部工作生活条件、 加强乡村干部教
育培训、 进一步规范乡村干部职能职
责、切实完善领导干部联系乡村制度、
营造激励乡村干部干事创业的良好氛
围、加强乡村干部管理监督、深入推进
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等。

邵阳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表
示， 文件的出台是为了保障乡村干部
干事“有保障 ”、创业“有本领 ”、干好
“有出路”。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记者 王晴 通讯员 严非平）11
月21日16时许，百鸟归巢。在华容县小集成洪泛区管委会
工作人员的陪同下， 记者来到已平垸行洪20年的小集成
垸。2万多亩树林里，到处是鸟声，到处是鸟影，大的、小的、
黑的、花的，让人目不暇接，俨然来到鸟的天堂。

小集成垸面积约3.7万亩，周长25.1公里，上世纪60年
代初长江改道后，成了长江中的孤岛。1998年，小集成垸溃
垸后，实施平垸行洪，枯水为江滩，涨水成江流。

华容县致力将小集成垸打造成生态区和无人区， 还自
然以宁静、和谐、美丽。到1999年春季，该垸就栽植树木1.5
万亩、芦苇5000多亩。今年8月，华容县把小集成垸列入长
江岸线生态修复重点区域。此前，小集成垸已成为少数回笼
户和湖北省监利县等外地居民淘金的“乐园”，严重影响其
自然湿地生态系统功能。8月20日，华容县河长制工作委员
会开展新一轮的长江岸线整治工作， 成立专项整治行动指
挥部，制定行动方案，斥资近3000万元，杜绝垸内一切人类
活动和畜禽养殖行为，进行生态修复。该县协调各部门，组
织和发动上千名干部群众攻坚克难。 小集成洪泛区管委会
组织20名劳力捕捉和转运垸内牛羊。县水利局接到矮堤废
除的指令后， 局长孙其美立即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具体工作
方案，组织69台水旱挖机，安排180多名机械手和工作人员
坚守施工现场，20天内完成垸内16万米矮堤拆除任务，恢
复长江河道行洪。县移民局全体干部深入小集成垸，与乡村
干部一道，耐心细致地做滞留人员的思想工作，主动化解矛
盾32起。

据小集成垸专项整治行动指挥部台账统计，截至10月
底，共拆除遗留工矿建筑2处，拆除网围矮堤约16万米，移
动土石方99万立方米， 拆除网围近16万米， 拆除房屋261
栋，迁移畜禽1632头（只），打开龙虾池扒口135处，销毁船
只119艘，69户132名滞留人员全部迁出。目前，垸内主要道
路全部截断，码头全部摧毁，轮渡全部停运，实行封闭管理。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 （记者 刘跃
兵 通讯员 催晓云）今天，地处双牌县工
业园的湖南尚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一
派繁忙， 工人们忙着清洗从山上采下来
的野果，干净整洁的全自动化流水线上，
一瓶瓶包装精美的饮料产出。 公司负责
人乐呵呵地说，真是没有想到，公司11
月23日正式投产，从签约到投产仅用58
天，而当时预计工期是一年半！双牌招商
引资“加速度”再续传奇。

今年9月下旬， 多年在外从事健康
食品产业的双牌县泷泊镇莫少东，应邀
回到家乡考察，被家乡良好投资环境和
干部务实作风所打动。9月27日，莫少东
与董事会成员一道， 决定在双牌投资2
亿元，开展食品深加工，把双牌大山里
的野果等，经特殊发酵、蒸馏、窖藏工
艺，生产口服酵素原液、消毒产品、械字
号产品、化妆品等。原计划工期一年半，
即2020年4月左右投产。

令莫少东没想到的是，莫少东的项
目得到县委政府高度重视，相关部门特
事特办，有关单位加班加点。让莫少东
感动的是，国庆长假期间，为了早日给
公司安装好水电，对口服务的工作组全
员放弃休假， 连续“24小时三班制”工
作。终于，水电安装工作提前完工，顺利
通过相关部门验收。不久前，得知公司
安装设备需要重型起重机，有关工作小
组提前从市里调来设备。

莫少东介绍，目前，公司可实现年产
值8000万元，创利税1000万元。今后，他
对公司进一步做大做强更充满信心。

11月24日，张家界市武陵源区举办汽车场地越野挑战赛，湖南、贵州、湖北等地的近百名汽车越野爱好者携带量产改装车参
赛。本届汽车场地越野挑战赛是“冬游张家界，嗨动全世界”系列活动之一，促进了武陵源区“旅游+赛事”国际品牌的提升，助力全
域旅游发展。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吴勇兵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11月20日上午，在长沙市天心区赤
岭路街道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医师门诊室
外，十几个病人在候诊。室内全科医生舒
煜鹏正在给病人诊治，温柔的话语，暖心
的笑容，让人如沐春风。

“舒医生很有耐心，平时有个头疼发热
的，在微信上咨询他，他都会不厌其烦地告
诉我用药以及注意事项， 就像自家的家庭
医生。”街道居民胡胜竖着大拇指说道。

一上午的时间，舒煜鹏看了30多位
病人。直到午休时间，他才有空跟记者聊
起了他的故事。

1986年出生于怀化市溆浦县青龙
村的舒煜鹏是家里的独子，父母是农民。
1岁时，父母外出干活，留他一人在家，哪
知他却不小心掉到了炭火盆里， 脚就这
样被“烤”了。

因医学常识不足，医院离家远，父母
只是给他进行了简单用药和包扎， 引发
了感染，直接导致舒煜鹏休克，抱去县城
的医院被拒收。 没办法的父母只能请当
“赤脚医生”的外公来治，舒煜鹏脚的感
染被治好了，但双脚萎缩变形。

脚不能走路， 小小舒煜鹏就用手爬
着走，整整9年。直到有一天，他看到村里
有个残疾人，虽走路一瘸一拐，但毕竟能
站着走。他瞒着家人，用破旧衣服塞满雨
靴，穿上雨靴尝试着一瘸一拐地走，萎缩
的脚在一遍遍的尝试中， 竟然慢慢地受
力了，舒煜鹏奇迹般地站起来了。

舒煜鹏主动要求去上学， 但学校离
家太远，自己走路和站立都不能超过10
分钟，为了满足儿子上学的心愿，舒爸爸
决定举家迁往学校附近租住。从此，舒煜
鹏在哪读书，舒家就搬去哪里。舒煜鹏也
很争气，把全部的时间用来学习，几乎每

次考试都是名列前茅。 一门心思想学医
的舒煜鹏报考了邵阳医学高等专科学
校，3年后专升本进入南华大学深造。

学业有成的那一天， 舒煜鹏抱着毕
业证睡了一晚， 期待自己人生即将开启
新篇章。

2013年，毕业后的舒煜鹏被分配到
天心区赤岭路街道卫生服务中心。5年多
来，他扎根基层，用心为病人治病，手机
24小时开机，微信好友大部分都是病人，
虽然每天医治的都是感冒发烧的小病，
但舒煜鹏从未懈怠，“把每一个小病医好
的过程，就是我奋斗的历程，我很投入，
也很有成就感。”

因服务好，医术精湛，在今年8月长
沙市首届中国医师节上， 舒煜鹏获评为
“优秀医师”称号。面对荣誉，舒煜鹏只在
朋友圈发了一句话：“站起来了， 就要一
直奋斗下去，只有奋斗,人生才能出彩!”

武陵源汽车越野赛竞速比车技

老百姓的故事 “站起来了，就要一直奋斗下去”

邵阳出台13项措施
激发乡村干部活力

尽力减少人类活动、修复生态
华容小集成垸成鸟的天堂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刘潇潇）11
月23日，湘西北2019届毕业生双选会在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举行，涵盖湖南、北京、辽宁等多个省市的180家企事
业单位，提供4000多个就业岗位，吸引3000余名毕业生进场
求职，800余人在本次招聘会上达成就业意向。

活动一开始，就吸引了入场求职的高校毕业生近千人，现
场十分火爆。记者在现场看到，招聘企业以航空类企业居多。
招聘岗位涵盖航空、制造、金融、酒店、旅游、互联网等10多个
领域，专业对口性强，薪酬待遇普遍较高，而具有较强综合素
养以及专业素养的毕业生受到用人单位的青睐。

近年来，张家界航院突出就业导向作用，以就业质量倒
逼人才培养，实现人才培养质量全面提升，促进毕业生充分
就业，先后获得湖南省示范性高职院校、湖南省就业创业示
范学校等称号。

机器一响，脱贫有望
———涟源推广扶贫车间见闻

� � � �双牌招商引资“加
速度”再续传奇
从签约到开工
仅用58天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见习记者 马翔 通讯员 邹莹

近日， 在涟源市伏口镇环西路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小区
德泰公司电子元件扶贫车间，60余名村民在扎铜线、 打支
架、贴标签，干得热火朝天。

贫困村民陈廷芳才进车间两个月，就成了岗位能手。她一
天装配2000余个环形电感，月收入可达3000元。一年前，她还
住在高山上，出行不便、赚钱无门，日子过得十分艰难。现在不
仅搬进了安置点，还在家门口找到工作，成了“上班族”。

今年来，涟源市把建设扶贫车间作为解决贫困群众就
业的突破口来抓，派出工作组，分赴广州、义乌等地，引进一
批劳动密集型民营企业回乡发展。对建立扶贫车间的企业
给予场地、设备、物流等补贴，并予以就业扶贫等多方面的
政策倾斜。

从广州回乡创办湖南德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吴名
和，今年7月，带头在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办起了扶贫车间，
安置105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其中贫困群众占了一半。吴
名和还计划把在外地的加工车间全部搬回家乡，安排更多
人就业。

扶贫车间待遇不低。“学徒期每月保底工资1500元，食
宿全免；技术熟练后按件计酬，平均每月能拿3000元；全年
在车间工作满6个月后， 政府还会按照月工资20%给予补
贴。”陈廷芳对现在的收入很满意。

在涟源市龙塘镇江口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选择外出
打工，留下许多妇女赋闲在家。如何让她们就业增收？

“村里妇女大部分都是‘巧媳妇’，会用缝纫机，动手能
力强，我们想在这方面下功夫。”驻村帮扶工作队队员毛志
文介绍，他们与湖南美厚科技公司达成协议，在村里办了一
个假发发套加工车间，为50余名赋闲在家的妇女提供了就
业岗位。

据了解，涟源市已建成特色扶贫车间15个，创造就业
岗位1200余个，吸纳农村贫困劳动力600余人。目前，还有
13个扶贫车间在抓紧建设中。

4000多个岗位虚席以待
湘西北2019届毕业生双选会

在张家界航院举行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肖畅 通讯员 赵湘

不见厂房，不闻机器轰鸣，只见亭台
楼榭绿草如茵、小桥流水杨柳依依，还有
鸟儿私语，鱼儿群游……这是近日，记者
来到我国中南地区首个全地下式污水处
理厂———湘潭市河东第二污水处理厂，
见到的景象。

湘潭市河东第二污水处理厂是省重
点民生工程， 由湘潭产业投资发展集团
负责建设和运营。该厂占地68亩，总投资
4.8亿元。地上是文体公园，地下是污水
处理厂，污水处理能力为每天15万吨，纳

污面积达51平方公里。项目分两期建设，
目前一期工程已竣工试运行， 污水处理
规模可达每天7.5万吨。

记者见到了地下污水处理厂的“真
面目”：一条长248米的走廊两边，分布
着污水处理工艺间。 工艺间共有4层，最
深处在地下20米。 但几乎听不到机器
声，也闻不到污水的臭味。

原来，污水在流经粗格栅、细格栅、
曝气沉砂池、生化池、双层沉淀池后，其
中的生活垃圾、动物毛发以及浮渣、浮油
等悬浮物全部被拦截。 污水得到生物处
理，最后经过滤和消毒后，出水水质达到

国家城镇污水处理一级A排放标准。同
时， 整个处理过程中产生的臭气被全部
收集进管道， 通过微生物除臭系统分解
后再进行排放。 该污水处理厂在全省首
次采用污泥低温热干化技术， 干化后的
污泥含水率可由传统处理方法的80%降
至40%以下，产生的污泥也将大大减量，
不仅便于储存和运输， 还可用于填料陶
粒烧制、合成燃料开发、苗木花卉用有机
肥制作等。

“整个污水处理厂就是一个巨大的
‘两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车间，
我们将把它打造成‘工业旅游+科普示
范’基地、长株潭两型社会试验区亮点工
程。”湘潭产业投资发展集团相关负责人
表示。

公园之下，浊水变“清泉”

稳定投资推进产业项目建设蓝山县
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4.5%

政策帮扶实施薄弱学校改造双清区
近3年无一人因家贫而失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