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3月17日讯（见习记者
曾玉玺 通讯员 王威群 谢展南）3月7
日，双峰县永丰街道巨龙家园小区，网
格长刘楚华将“业主政治面貌调查表”
发到小区 74 个微网格群，不到一天便
完成信息收集。而在不久前，该小区因
8年无物业管理、业主委员会未及时换
届，小区管理几乎处于真空状态。

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后，双峰县
档案馆副馆长刘楚华主动请缨，发动
党员干部和志愿者，采取“网格+微信
群”的模式对小区实行动态管理与服
务，有效消除疫情防控盲区死角，提升
管理能力。刘楚华说：“下一步将通过
网格群，动员业主集资，对小区老旧设
施维修改造。”

这是该县开展“万名干部上网格，
社区治理我担当”活动的一个缩影。为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双峰落实网格化管理，围绕 2448 个网
格，建立3328个网格微信群，28.2万名
群众加入网格微信群，构建直达每户
的微网格。同时，动员万名党员干部下
沉网格，充实基层治理力量，确保政策
传递“无缝衔接”、民意收集直达“神经
末梢”。

目前，双峰已降至疫情低风险地
区。通过做实做细网格化管理，全县已
有15余万人注册使用湖南省居民电子
健康卡；379 家规模以上企业复工复
产，重点农业企业全部复工，2.8万人顺
利返岗。

打通服务群众基层治理“最后一公里”

万名干部入“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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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防疫期间，如何帮助
企业快速复工复产、降本
增效、稳岗就业？长沙市天
心区中国长沙人力资源服
务产业园主动作为，充分
发挥园区一批人力资源机
构的专业优势，重点服务
全省保用工、稳就业。

3月12日，记者走进
园区，领略线上招聘的火
爆场景。

“园区102家企业，已
复工93家，有些农历正月
初二就复工了。”园区运营
公司总经理王浩权告诉记
者，受疫情影响，招聘活动
全部在线上进行。

园区企业长沙市云
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
帮助大学毕业生就业为
主，目前已与我省 73 所
高校建立合作关系。2 月
17 日，该公司为长沙理
工大学组织了首场云就
业视频双选会，求职大学
生和企业通过视频求职、

面试，当天吸引3659名学生与170家企
业参与。

“截至 3 月 10 日晚，这样的视频双
选会已在全国范围内组织 88 场，16727
家企业发布岗位，51万多名学生参加求
职。”云研科技公司总经理孙柏介绍。

湖南师大法学院大四学生周山，以
前还在为找工作发愁，通过云就业视频
双选会，在家里一口气应聘了中建五局、
湘雅医药、平安保险3家单位。

除了云研科技，园区还有智联招聘、
肯耐珂萨、湘楚人力20家企业，研发出线
上招聘分享招聘、招工宝、捷特社区和陈
U 聘等特色产品，有针对性地服务于蓝
领、白领、校园、社区和农民工招聘等。目
前，园区各企业利用自身平台组织各类线
上招聘会近100场次，服务100多万人。
天心区人社局和园区企业还与龙山县等
贫困县开展线上扶贫招聘，发布 108 家
单位 781 个岗位。

园区企业湖南人才网、智联招聘网
积极参与由省人社厅举办的“同心战疫、
在线湘约”活动，除在线开设网课外，还
邀约全省有用工需求的重点企业集中上
网发布招聘信息，整合发布全省开展的
网络公益招聘活动信息，实现信息集中
发布，供需集中对接，政府集中服务。

“不仅如此，我们还优化线上培训，
开发了公益直播、预才网、麦朵等线上学
习平台，开设疫情下企业运营成本控制、
员工劳动关系系列政策解读、金融信贷
政策解读、视频面试注意事项等微课程
30 场次，参加学习者达 30 万人次以
上。”王浩权表示，疫情防控期间，企业推
出的线上招聘和培训大部分是免费的，
天心区也出台了相关扶持政策，保用工、
稳就业。

湖南日报 3 月 17 日讯（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张勇）3 月 16 日，
中国石化长岭炼化 30 多套生产装
置及配套运行系统紧密配合，全流
程 发 力 生 产 出 各 类 石 化 产 品
15000 多吨，持续为驻地及周边疫
情防控、农村春耕、企业复产提供
物资供应。

2 月以来，市场医卫、燃气物资
需求紧缺；春耕和下游企业复工复
产原辅材料、柴油等物资需求攀升。
长炼及时掌握市场需求动态，将保
供作为首要任务，增产聚丙烯、柴
油、液化气、液氧。

聚丙烯纤维料主要应用于医用
口罩等高端无纺布生产。长炼克服

装置设备老旧等困难，梳理影响装
置运行的“瓶颈”，对关键大型机组
等实施“专人专管”，保证口罩原料
产量每天在 200 吨以上。炼化生产
提取氮的同时，副产大量的氧，经过
反复提纯可以产出 99.8%以上的医
用氧。战“疫”以来，该装置全员加班
加点，提高装置常规运行负荷的
20%，每天可满足2万多位患者的供
氧需求。

为了解决居民生活燃
气难题，长炼管理部门和运
行单位联合编制液化气保供
生产方案，对相应工艺进行
实时数据管理，每天为湖南
各地及鄂南地区送去液化气

近千吨。在自身总加工负荷不高的情
况下，购进相关中间产品，提高柴油生
产装置加工量，每天产出春耕柴油
6000多吨。

同时，长炼推出物资保供专用
绿色通道，“预约”承运商做好随时
发车准备，既做到待运车辆和人员

“不聚集”，又为偏远县乡点对点往
返运输，打通物资保供“最后一公
里”。

湖南日报3月17
日讯（记者 姜鸿丽
通讯员 杨才兵 张涌）
3月16日，常德市武陵
区河洑镇10个村居村
道两旁和闲置荒地，均
已清理平整，准备栽下
樱花、银杏和果树。此
前，该镇在空中草莓园
附近栽种了玉兰树和
樱花。“今年河洑镇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重在
美上做文章，让农村看
得见发展，留得住乡
愁。”河洑镇党委书记
陈正勤告诉记者。

面对突如其来的
疫情，常德市把农村作
为防疫工作重点之一，
专题召开会议部署疫情
防控期间村庄清洁工
作，投入 4600 多万元
用于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消除细菌病毒滋生
土壤，阻断传播途径，确
保农村防疫和村庄清洁
有条不紊、持续推进。

该市创新形式，利
用“网格化管理体系+多
媒体平台”等线上手段，

宣传科学防疫知识，劝导村民讲究卫生，养成
良好习惯。疫情防控期间，农村生活垃圾急剧
增加，常德市结合爱国卫生运动，加强保洁力
量、调用工程设备、增加保洁频次，重点解决
农村垃圾清运不畅等问题，做到日产日清。设
置专用垃圾桶，科学处置废旧口罩等有害垃
圾，防止二次污染。对农贸市场等重点部位的
垃圾桶（箱）、公交站台清洗杀毒。

疫情防控期间，常德市为村庄清洁一
线人员发放口罩70多万只，添置废旧口罩
回收专用垃圾桶1万多个，平均日清理垃
圾近4000多吨，平均日清洗消毒5000余
场次，做到垃圾清运及时，农户房前屋后
干净整洁,呈现争创美丽乡村的新气象。

湖南日报3月17日讯（记者 莫
成 通讯员 胡域 李世雅）“年年都
要外出打工，今年第一次坐专车！”3
月 13 日上午，龙山县汽车站，一辆
辆返岗专车满载外出务工人员，有
序驶往广州、长沙等用工地。

“像这样的专车，我们每天要开
出 20 多趟，送出 1000 多人。”龙山
县人社局负责人介绍，该县是劳务
输出大县，常年约有 17.5 万人在外
务工。2 月 16 日，该县就出台 10 条
举措，包括开展线上招聘、举办就业
培训、开通返岗“直通车”等，帮助务

工人员返岗就业。目前，线上招聘活
动已办 9 期，发布企业信息 752 家，
提供工作岗位 5 万余个，2.8 万余人
参加招聘。

民安街道五爱社区居民田义兵
今年 46 岁，此前一直在外务工。今
年春节前回乡后，因疫情困在家
里，没有了收入，生活压力很大。社
区摸排到情况后，主动联系长沙蓝
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他找到了
新工作。“电话招聘、上门体检、专
车接送，新工作还有‘五险一金’，
太好了！”面对新工作，田义兵笑得

合不拢嘴。
为了方便务工人员出行，龙山

县设立外出务工人员包车专用通
道，开通返岗“直通车”，并落实相应
交通补贴。至3月15日，已开通前往
浙江、福建、广东以及省内长沙、怀
化、吉首等地“直通车”200 多车次；
与开放客运的城市对接，开通县际
客运班线和专列，输出务工人员 1.5
万人次。

如今，龙山县已有 4 万多名务
工人员顺利返岗，开始新的工作和
生活。

湖南日报记者 黄柳英
通讯员 梁天胜 柏劲松

“大家好，我是江华瑶族自治县
副县长黎氢，江华生态环境和空气质
量好，海拔适宜，昼夜温差大，非常适
宜沃柑种植。出产的生态有机沃柑水
分充足，口感独特。”3月12日，江华瑶
族自治县副县长黎氢为该县沃柑代
言的公益广告，在湖南都市频道、抖
音、微视、快手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
出，引来买客竞相下单，服务器几乎
崩溃。

距江华县城沱江100公里的大锡
乡高凉村，是沃柑的主产地，所产沃
柑常供不应求。然而，今年受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不少经销商取消订单，

全村 2.5 万公斤优质沃柑遭遇销售
难。

人保财险湖南省分公司扶贫工作
队驻该村第一书记欧阳志国看在眼
里，急在心里。他找到湖南广电驻大圩
镇东冲河扶贫队的董红求助。热心的
董红，在湖南广电工作群里、自己的朋
友圈发出瑶都沃柑销售求助消息。短
短两天，董红接到台里同事、朋友圈的
订单600余件3000余公斤。

人保财险湖南省分公司决定利
用消费扶贫方式，帮助高凉村的果农
销售沃柑。董红成了“接单姐”，欧阳
志国化身为“发货哥”。高凉村的 2.5
万公斤生态沃柑很快销售一空，实现
销售收入近 20 万元，还给 30 户贫困
户带来务工收入。

今年的沃柑卖完了，工作队很快
将结束 3 年的扶贫工作，果农以后怎
么办？江华目前沃柑种植面积 11000
亩，进入挂果期的 3000 多亩累计产
量近 350 万公斤。电商可以销售大部
分，剩下的怎么销售？“打响沃柑品
牌，为江华瑶胞留下一笔永远带不走
的财富!”欧阳志国和董红一拍即合。

扶贫队将成功运营过靖州杨梅、
炎陵黄桃的湖南都市频道蒋翼团队
请到江华，计划通过传统电视“大屏”
加手机短视频等“小屏”相结合的公
益助农活动，塑造“瑶都沃柑”品牌，
并与步步高超市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持续推动江华沃柑销售。

目前，江华电商服务中心建设正
在升级改造，引进大型电商15家，本土
电商154家，电商综合运营、供应链及
电商服务等企业45家。通过它们，江华
沃柑可直销全国177个城市。

全程发力助复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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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务输出不断供

瑶都沃柑卖成“网红果”

湖南日报3月17日讯（记者 唐曦
通讯员 唐海强）近日，记者从衡阳市发
改委获悉，经国铁集团审核同意，《衡阳
铁路枢纽总图规划（2016—2030 年）》
日前获广铁集团和衡阳市政府联合批
复。根据这个新版总图规划，衡阳市将
适时分期推进湘桂铁路线城区段改线、
京广铁路线城区段改线、东阳渡铁路货
场建设、衡阳北编组站搬迁等一系列涉
铁项目，届时，其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
地位将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

衡阳铁路枢纽为中南地区重要铁

路枢纽节点，承担着中东部地区通往
西南，连接东盟的重任。经周密调研与
规划设计，2019年初，衡阳铁路枢纽新
版总图规划送审稿通过广铁集团技术
审查并上报国铁集团。2020年 1月，国
铁集团致函广铁集团原则同意《衡阳
铁 路 枢 纽 总 图 规 划（2016—2030
年）》，认为该总图规划为优化和完善
衡阳城区铁路线路及站场结构提供了
遵循，对拓展城市发展空间、促进经济
社会繁荣和可持续发展将发挥积极的
作用。

最新铁路枢纽总图规划出炉
该市将分期推进湘桂、京广铁路线城区段改线等项目

湖南日报 3月 17 日讯（记者 宁
奎 通讯员 刘宏）3 月 17 日，张家界市
出台《市级领导联系市工商联所属商
协会制度》，由 19 名市级领导联系 19
家商协会，全力破解民营经济在发展
中遇到的“难点”“堵点”“痛点”。

据了解，在这项工作中，各市级领
导将做到“四个主动”，即主动交友，深
入开展交心谈心，引导民营经济人士
讲真话、讲实话，献良策、建诤言；主动
参与活动，参与商协会引资引才、公益
捐赠和商协会党组织主题党日、国情
教育等活动，支持和推动商协会思想

建设、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主动靠前
服务，深入商协会及会员企业开展走
访调研，听取意见和诉求，畅通政企沟
通渠道；主动解决问题，着眼于帮助商
协会与民营企业解决现实问题与实际
困难开展工作，突出解决反映比较集
中的融资难、用工难、维权难等问题。

据了解，张家界在全省率先推出
此项制度，旨在着力于构建亲清新型
政商关系，更好为民营企业和商协会
服务，团结和引导广大民营企业坚定
决心、提振信心，推进民营经济高质量
发展。

率先启动市级领导联系商协会制度

破“难点”疏“堵点”解“痛点”

张家界

湖南日报3月17日讯（记者 李文
峰 通讯员 肖建军 荣辉帅）“已接受
外贸企业和银行线上业务咨询30多人
次，办理业务12笔。”3月14日，醴陵市
外汇支局负责人告诉记者，3 月 10 日
起，该局以多种形式督促银行落实外
汇支持政策，帮助醴陵陶瓷出口企业
备战广交会。

“筹备广交会期间，外汇、海关、银
行等部门联合开辟绿色通道，帮助醴
陵陶瓷出口企业精心准备，今年参展
规模不会低于去年。”醴陵市主要领导
表示。

据介绍，为支持企业备战广交会，
醴陵市外汇支局牵头组织商务、银行、
海关、企业，建立广交会醴陵陶瓷出口

企业外汇业务 QQ 群、微信群，多途径
宣传外汇政策，做好企业服务工作。广
交会期间签订的贸易进出口合同需购
付汇的，银行可凭双方签订的真实贸
易合同优先办理。外贸企业开立外汇
结算账户时间紧的，可凭企业基本资
料先开户，后补充资料。同时，大力推
广线上办理外汇业务。

连日来，醴陵市外汇支局成立联
合调查组，深入当地企业了解融资需
求及经营状况，宣传防疫期间利用人
民银行专项再贷款发放低成本贷款政
策。为有效帮助企业规避汇率波动风
险，该局还多方面为广交会参展企业
宣传跨境人民币业务，指导加大跨境
人民币结算力度。

外汇支局助陶瓷企业备战广交会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黄怡 彭会

灼灼菜花涌金浪，徐徐幽香绕鼻
尖。3月17日，岳阳县麻塘办事处灵雾
山下，万亩油菜花个头均衡，连绵成
片如聚宝盆，依偎着连绵青山与洞庭
湖，蓬勃生机昭示着丰收的喜悦与

“花农”的笑靥。
笑得最甜的自然是“斜杠农民”

张梦水。
何谓“斜杠”？就是职业多元化。张

梦水是麻塘办事处麻布山村村民、种粮
大户、农机合作大户。他有5亩田，又流
转土地 70 亩，拥有旋耕机、播种施肥

机、收割机、打米机、榨油机等机械8台，
兼职操盘手，村内外田地让他无农闲。

2018 年收完中稻，水田闲下来，
张梦水想到田里再刨点“食”。村党支
部书记张芙蓉劝他试种油菜。

两个月过去，他的地里变成一幅
碧绿的“油画”。“去年5月，饱满的菜籽
在榨油机上一过，嘿，毛收入 4 万多
元。”张梦水至今很陶醉：“自己在家烤
火，油菜在田里疯长，坐着就把钱挣。”

今年的春耕，是从去年国庆节起
跑的。省里对油稻轮作示范基地扶助
种子、化肥和翻耕后，张梦水把油菜
面积扩大到70亩。“今年施肥足，油菜
花长势好，最少能挣 7 万多元。”不仅

忙自家的活，张梦水还打算用自己改
装的收割机帮乡亲们收割油菜。

“梦水效应”遍地开花。好玩的村
民丢下字牌、扑克，跟风种油菜。眼
下，麻布山村种植面扩展到 4000 多
亩，而邻近麻塘村、金垅村、畔湖新
村、东风村则种了 6000 余亩。麻塘办
事处万亩油菜基地蔚然成景。

“算盘在精，事业在勤。”张芙蓉
说，自己有4亩油菜，里面的道道还是
很懂。去年花期吸引游客近5万人，为
村里 12 家“农家乐”增收近 30 万元，
全村油菜花菜籽油收入达 400 余万
元。今年万亩油菜榨油，会为村民增
收千万元。

“斜杠农民”的“金色事业”春耕备耕不误农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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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镇
美景
3 月 17 日，

长沙市望城区
新华联铜官窑
古镇周边的油
菜陆续开花，成
片的金黄色花
朵与古镇盛唐
风格建筑群构
成一幅美丽的
春日画卷。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湖南日报 3月 17 日讯(记者 黄
巍 通讯员 龚卫国 张儒佳)“要当好
助手、推手、旗手，转变角色服务企
业……在企业挂职中提升工作能力。”
3月11日，芷江侗族自治县委书记龚红
果在选派年轻干部到企业挂职锻炼岗
前动员培训会上，对 10 名即将奔赴新
岗位的年轻干部提出要求。

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芷江选派 10 名年轻干部到工业
集中区企业挂职锻炼。他们将在企业
挂职一年，从抓实防疫工作、抓强企业
管理、抓好文化建设、抓优党建工作等

方面着手，帮助企业提高管理水平、质
量与效益。

挂职干部发挥优势干在前，以“店
小二”姿态服务企业。同时，县行业主
管部门在资金、项目、政策上给予倾
斜，在业务上加强指导，在审批上绿色
服务。县城建投公司干部吴小军派驻
源塑管道公司挂职，3 月 12 日，随他一
起来公司报到的还有县里 9 家项目施
工单位的负责人。在前期接触中，吴小
军了解到该公司存在销售难题，他牵
线搭桥，联系项目施工负责人与公司
洽谈，签署了30万元订购协议。

选派年轻干部到企业挂职锻炼
帮助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两篇文章

长炼每天产出口罩原料逾200吨、春耕柴油6000多吨

龙山4万多名务工人员顺利返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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