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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黄慧萍 杨文婧

3月20日， 双牌县五里牌镇红福田
村草莓基地。 村民蒋爱国忙着招呼采摘
草莓的游人， 一边要妻子准备中餐，这
天，有10多位客人在家里就餐。

几年前，蒋爱国夫妻俩没致富技能，
加之上有老、 下有小，2014年成了建档
立卡贫困户。

2015年初，永州市工商局扶贫工作

队进驻红福田村， 工作队根据蒋爱国夫
妇俩的情况，决定“推”着他们脱贫———
送他们到市、县里参加技能培训，并推荐
他们到附近的竹木加工厂工作。

蒋爱国夫妇学会的技能有了用武之
地，加之他们任劳任怨，这几年，他们每
月收入近万元，还清了债务，有了积蓄。
2016年底，蒋爱国一家脱贫摘帽。

顺利脱贫， 让蒋爱国有了安于现
状的想法。见此情景，驻村扶贫工作队
决定再推他一把， 鼓励蒋爱国租赁本

村的草莓园， 并跟他详细分析了市场
前景。

蒋爱国动了心， 但又担心没种过草
莓，能行吗？扶贫工作队承诺，帮他联系
市、县里的专家对口进行技术指导。

在扶贫工作队的激发下， 蒋爱国租
下占地15亩的草莓大棚。市、县专家隔三
差五来到地里指导， 还经常打电话问他
有什么困难。 蒋爱国认真按照专家开出
的“管理处方”抓落实，草莓丰收了，卖出
了好价钱。

草莓丰收后， 工作队又建议他发展多
种经营，指导他种植4亩无公害水稻，发展
水塘养鱼3亩，养殖土鸡、土鸭。

工作队不断“加推”，蒋爱国干劲十足。
2018年，蒋爱国全年纯收入达15万元。

如今的蒋爱国，变得信心满满，再也不
用工作组“推”着前行了。几个月前，他拿出
积蓄，再借了点钱，建起三层小别墅，他在
一楼二楼搞起农家乐， 让前来采摘草莓的
人进家里小憩，品尝正宗农家土菜，而他也
有了早日实现小康的新打算。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赵志高
通讯员 刘杰华 蔡二林

3月18日，春阳和煦，靖州苗族侗族
自治县渠阳镇黎明村的香鲍菇种植大棚
里， 一片片菌菇头像一个个欲破土而出
的“金蛋蛋”。

村民明小群正在熟练地削净带泥土
的菌根， 然后将一丛丛干净的香鲍菇整
齐地码放在筐里， 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
悦。

明小群介绍， 香鲍菇是一种蘑菇新
品种，单株最大的可达2公斤，很像野生

的蘑菇，营养丰富，口感鲜美，深受市场
青睐。

去年初， 他从上海一朋友那里引进
香鲍菇菌种试种， 结果一举成功，2000
棒菌种收获了2500公斤菇， 纯利2万余
元，令他欢欣鼓舞。

“每个菌棒成本价约6元，平均可产
鲜菇1公斤，按目前的市场收购均价每公
斤15元计算，1公斤鲜香鲍菇就可以挣
约9元……”明小群兴奋地掰着手指算了
一本细账。1个大棚种植1000棒菌种，一
年种两茬，就可增收约1.8万元，脱贫没
有问题。

有了经验、 尝到甜头的明小群在扩
大种植规模的同时， 也积极免费培训周
边群众，提供菌种和技术，带着他们一起
奔小康。

明小群告诉记者， 去年他还牵头成
立了靖州兴旺达种养服务合作社， 发展
社员58名。通过采取“合作社+示范基地
+农户(贫困户)”的模式，带动周边60多
名村民就业。据统计，仅去年下半年，有8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通过种植香鲍菇或到
合作社打工实现脱贫。

今年，香鲍菇市场价最高每公斤30
元，他自己扩种的4个大棚，4000棒菌种

预计可产5000公斤左右鲜香鲍菇， 眼下，
正通过快递销往上海、长沙等大中城市，供
不应求。

“1亩能脱贫，3亩能致富，10亩能盖小
洋楼，真是‘菇’舞人心。”合作社社员王生
贵是隔壁三里村人，他经常来找明小群请
教香鲍菇种植技术，笑得合不拢嘴。他说，
合作社统一供种，统一指导，统一销售，社
员只需负责菌棒成本投资与日常种植管
理，一亩地能收1万公斤香鲍菇，纯收入可
达七八万元。他今年种植2000棒菌种，目
前产销两旺， 算了算， 至少可增收3.6万
元。

湖南日报记者 王文隆
通讯员 涂佳

3月23日， 浏阳市达浒镇达兴村油
菜花基地游人如织，2019年“春暖达浒·
陌上花开” 浏阳市消费扶贫启动仪式暨
达浒镇第六届油菜花节系列活动在这里
举行。

每年油菜花节， 达浒镇人气火爆。
2018年油菜花节首日游客量突破了2万
人次。乡村旅游市场的火爆，让当地优质
农产品、工艺品销售也达到高潮。达浒镇
李忠国创办的达兴工艺品厂生产的油纸
伞， 就是一个代表。 油菜花田间的小道
上， 数百把油纸伞串起了一条美美的艺
术长廊，让人流连忘返，分不清是油菜花
美还是油纸伞美。

这些精致灵动、朴实可爱的油纸伞，
来自达浒镇椒花新村李忠国的达兴工艺

品厂。
李忠国曾是椒花新村的建档立卡贫

困户，短短两年时间，不仅自己脱了贫，
还带领村里67户贫困户一起走上了脱
贫之路。

达浒镇椒花新村山下组， 一栋土坯
房的几个房间被划分为了钻孔车间、分
割车间、裁纸车间等几个区域，地上堆放
着大量用于制作白纸伞的原材料。 另一
间平房则被当作了半成品仓库， 屋里面
堆满了已经加工好的白纸伞半成品。李
忠国的家就在这里。

李忠国说， 制作油纸伞是他家的祖
传手艺，他曾辗转浏阳、衡阳等地的多个
油纸伞厂做工。2014年底，他回到村里，
自己和老伴手工制作和销售油纸伞。
2015年认定为贫困户后，仅仅一年多时
间，李忠国凭借着这门技艺，生活就慢慢
好转，并顺利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

2016年，驻村扶贫工作队在入户走
访过程中，了解到李忠国想办厂的想法。
在扶贫工作队的鼓励下， 李忠国决定贷
款，扩大生产规模。

在驻村扶贫工作队和椒花新村村支
两委的帮助下，李忠国拿到了5万元扶贫
贴息贷款。2016年2月，李忠国创办浏阳
市达兴工艺品厂。

传统油纸伞的制作工艺极为复杂，
成本高，耗时长，不适宜批量化生产。基
于市场考量， 李忠国决定将手工儿童绘
画白纸伞作为工厂的主打产品， 同时制
作、销售油纸伞和油纸伞DIY。

2017年10月， 达兴工艺品厂先后与
椒花新村50余户贫困户签订帮扶（委托加
工）协议。根据贫困户的具体需求，将油纸
伞生产所需要的原料运送至贫困户家中，
采取来料加工的方式进行加工生产，然后
将成品回收。“加工生产油纸伞有效带动
了贫困户增收， 其中有5户13人实现脱
贫。” 达浒镇相关负责人介绍。2018年，达
兴工艺品厂实现销售额近300万元。

“推”着脱贫奔小康

“菇”舞人心喜丰收

小小油纸伞 美艳达浒镇
衡阳农行发放耕地
占补平衡项目贷款

为全国农行首笔

湖南日报3月25日讯 （记者 奉永
成） 今天， 记者从“诚信维修， 便民利
民———2019湖南省汽车维修质量服务
月”主题活动中获悉，湖南省汽车维修与
检测行业协会在全省14个市（州）设立了
汽车维修质量投诉与纠纷调解直属工作
站， 消费者在汽车维修过程中遇到质量
纠纷， 可通过设在汽车修理厂的直属工
作站，在“一线”进行投诉维权。

在私家车越来越多的当下，汽车维修
成了大家关心的话题，汽车维修维权问题
也层出不穷。今年，湖南省汽车维修与检
测行业协会将汽车维修质量投诉与纠纷
调解工作下沉到一线， 方便消费者维权，
并上线“湖南汽修平台”APP，为消费者提
供法律咨询、专家咨询、在线投诉等服务。

设立直属工作站
汽车维修纠纷
可在“一线”解决

精准扶贫在三湘

3月25日， 宁远县中
和镇羊山头村富民农机
专业合作社，社员免费为
农民进行流水线机插秧
播种。春播伊始，该合作
社为农户提供代育秧服
务， 目前已在中和镇、冷
水镇等地免费代育秧
5000余亩。 乐水旺 摄

免费代育秧 湖南日报3月25日讯（记者 王晗 通讯员 邱笛 文喆）
3月21日，国网长沙供电公司“电雷锋”共产党员服务队成果发
布暨工作推进会在长沙召开，8支优秀服务队进行成果发布，
将“电雷锋”鲜为人知的感人故事从幕后搬到台前。

作为雷锋家乡电力人，国网长沙供电公司于2012年经
长沙市委宣传部、省电监办、省电力有限公司联合授旗，成
立了“电雷锋”共产党员服务队。多年来，该公司一直以共
产党员服务队为载体，围绕立足岗位、急难险重、爱心奉
献、志愿服务4个方面开展学雷锋活动。

在长沙城区如火如荼的电网项目建设现场，他们穿梭
在凌晨3时的变电站和清晨5时的街头， 用心点亮这座城
市；在浏水源头大围山，他们“电力巡山”服务百姓，一年踏
破6双绝缘鞋；在洪水肆虐的望城团山湖，他们坚守38个日
夜，点亮了受灾群众回家的路……来自调控中心、宁乡公
司、客服中心、浏阳公司、城郊分中心、长沙县公司、检修公
司、望城公司一个个鲜活感人的故事，真实再现了“电雷
锋”们无私奉献、担当有为、勇往直前的先锋模范形象和战
斗堡垒作用，引起现场电力人的强烈共鸣。

“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情怀。”国网长沙供电公司
相关负责人表示，“电雷锋”共产党员服务队将坚持做一颗
雷锋精神的种子，立足岗位、奉献社会,为建设服务长沙经
济社会发展助力助威。

长沙“电雷锋”：
做雷锋精神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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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3月25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陈卓韬）“防止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减少基层迎评迎检，市纪委监委要做
出表率。 ”永州市纪委监委负责人近日表示。

为此，永州市纪委常委会决定，对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的评价，不再组队到现场考核，而是通过自查、述责述廉、专题会
评价等措施精准记分。 据介绍,永州市还清理压减对市直单位和
县区的检查考核项目，出台《永州市县区重点工作绩效评估改革
方案》和《永州市市直单位绩效评估改革方案》，大幅精简考核项
目，明确规定以党委、政府名义开展的综合考核只有1项绩效评
估、5项专项考核，部门不能对下一级党委、政府进行绩效评估，不
得在年终“扎推”检查考核。

永州：
清理压减检查考核项目

� � � �湖南日报3月25日讯（记者 田育才）3月中旬，张家界市
以“四会合一”形式，将党办、组织、宣传、统战等党务部门工
作会议合并，精简会议、改进会风。

为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
为基层减负的通知》及省委《关于大力提倡求真务实真抓实
干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意见》精神，张家界市委
采取“四会合一”形式召开会议，全面部署2019年党委部门
各项工作。

张家界市委主要负责人要求， 党办工作要突出在狠抓
政治督查、深抓调查研究、细抓统筹协调、严抓规范运行“四
抓”上下功夫；组织工作要突出在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基层
党建、高素质干部队伍建设、人才工作“四个加强”上下功
夫； 宣传工作要突出在着力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落地生根， 着力为推动张家界高质量发展凝心
聚力， 着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和着力推
进省级文明城市、 国家卫生城市、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市、空气质量达标城市、国家交通管理模范城市、国家食品
安全示范城市“六城同创”等“四个着力”上下功夫；统战工
作要在注重开展凝聚共识、 注重推进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
设、注重加强民族宗教领域团结和谐、注重促进非公经济发
展“四个注重”上下功夫，为张家界市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推动高质量发展作出新贡献。

张家界：
“四会合一”部署党务工作

湖南日报3月25日讯（记者 徐德荣
通讯员 刘仕成 谭娟）又到一年春耕时，
常宁市荫田镇红联村比往年更为热闹：
以前无人问津的荒地上， 轰隆隆的挖土
机正在复垦。忙碌的开荒景象背后，有农
行衡阳分行创新投放耕地占补平衡项目
贷款带来的功劳。

3月20日， 农行衡阳分行向常宁市农
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发放耕地占补平衡2
亿元项目贷款（首笔2000万元），支持当地
复垦10000亩荒地为耕地。据悉，这是农
行在全国范围内发放的第一笔耕地占补
平衡项目贷款。农行衡阳分行积极创新耕
地占补平衡土地整理项目贷款产品，通过
引入应收账款质押模式，实现灵活的担保
方式，有效降低准入门槛，为耕地占补平
衡项目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