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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李永亮
通讯员 唐波 秦蓁

3 月 25 日，株洲市荷塘区组织 5 台
大巴奔赴湖北，接回110名在合泰地区
服饰企业上班的务工人员，推动服饰产
业复工。

同一天，5公里外的荷塘区工业集中
区里，各企业有序生产，项目工地机械轰
鸣。荷塘区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该区
297家工业企业复工，其中75家规模以
上企业全部复工，居株洲市前列。

危中寻机，爬坡过坎，荷塘区用一
个“巧”字，赢来满园春色。

巧转产，产能提升8倍

3月24日上午，天空阴沉，但屈彦池
心情大好，正张罗着买地建新厂。

屈彦池创办的株洲市开元润滑材
料公司，本来是生产润滑、防锈、清洗材
料的，如今84消毒液成为了主打产品。

屈彦池告诉记者，公司转产与荷塘
区工信局的帮助密切相关。2 月初，区
工信局局长谭件美上门找到他们，说消
毒液紧缺，影响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
希望他们帮忙生产。他们产品的配方

与消毒液差不多，技术上没有问题。
疫情防控关键期，消毒液成为市场

宠儿，开元公司也从中看到了商机，但
问题是没有消毒产品生产许可证。

2月4日，一份加急申请从荷塘区层
层提交到省卫健委，通过“绿色通道”，
开元公司当天取得消毒产品生产临时
许可证。

经连夜调试，次日，开元公司即满
负荷转产84消毒液。“原来每天的产量
也就4吨左右，转产后持续10多天保持
在20多吨，最多一天达到32吨，是之前
的8倍。”屈彦池介绍，为扩大产能，公司
投资80余万元扩建厂房，新添设备，并
新招了10余名员工。

开元公司顺利转产，为株洲市疫情
防控提供了物资保障。屈彦池告诉记
者，公司将于下半年自建厂房，扩大消
毒液产能。

巧服务，“小兵团”大能量

3月24日，湖南省第五工程有限公
司负责人将一面锦旗送到荷塘区产业
服务中心。“没有他们的帮忙，我们复工
不会有这么快。”该负责人告诉记者，在
荷塘区产业服务中心贴心帮助下，一周

前，公司3条生产线全面复工。
相比其他起步早、发展快的园区，

2012 年才获批建设的荷塘工业集中区
底子薄、起步晚、产业弱。荷塘区在服
务企业上使出绝招，2018年创新组建了
一支近30人的“小兵团”——企业服务
专员队伍，为企业提供保姆式服务，以
求后发赶超。

“我们把疫情防控当作对服务能力
的一次大考。”荷塘区产业服务中心主任
陈霞霞介绍，考虑到疫情将对企业复工
产生影响，他们提前准备，从农历正月初
一下午就开展摸排，本地10多名专员尽
快到岗，外地专员网上对接，最终摸排出
60多家企业计划在2月1日前后复工。

更精准的帮扶紧随其后。老工匠
精密合金公司赶制国外订单，要在1月
31 日提前开工，陈霞霞带领专员上门，
落实体温监测、厂区消毒、分餐制等措
施，确保安全生产。

“目前，除个别企业因自身原因没
有复工外，我们对接的217家企业基本
复工了。”陈霞霞告诉记者。

巧施工，啃下“硬骨头”

“原来每天清运土石方 1 万立方米

左右，现在 2 万多立方米，进度赶上来
了。”3月25日，记者再次见到谢军，他已
不像10天前那样焦虑。

谢军是湖南国信建设集团三一智
慧钢铁产业城项目负责人，去年 12 月
底驻现场指挥施工。三一智慧钢铁产
业城是株洲去年 9 月引进的省重点项
目，拟投资210亿元。项目从签约到开
工仅 90 天，刷新了项目落地“荷塘速
度”。

按计划，项目要赶在 5 月中旬完成
一期 1、3 号地块 434 亩土地三通一平，
为后期建厂打基础。但受疫情和天气
影响，无法按预期施工。特别是连绵春
雨导致土地湿滑，项目北部一座小山推
平、清运成为难题。

3月中旬，项目部决定，在天气不佳
的情况下巧施工。雨天路滑运输车无
法上山，10余台履带式重型机械分工作
业，炮机专攻凿裂岩石，挖机将山土转
堆，推土机则负责将土石方往山下推
送。

“工作面扩大蛮多，虽然雨天慢一
点，但天气好时就能快很多。”负责该
项目建设的株洲金城集团现场负责
人凌川对按期完成施工任务充满信
心。

爬坡过坎春满园
——荷塘区“巧”用力推进复工复产 湖南日报记者 曹辉 谢璐

3月28日，正逢周六，桃花烂漫的
长沙市黑麋峰国家森林公园迎来不
少市民游客。核心景区潇湘天池旁，
一场热闹的优质农特产品展销会拉
开帷幕。

山上云雾缭绕，颇有些寒意，但
活动现场氛围火热。十几个摊位一
字摆开，来自当地望城区桥驿镇的农
民专业合作社、农业公司、家庭农场、
种养大户以及建档立卡贫困户等，一
大早便带着自家的特色农产品进
驻。香甜软糯的高山水库米、回味悠
长的高山云雾茶、清香爽脆的手工切
笋、浓香四溢的高粱酒等，数十种农
产品提供免费品尝，吸引众多市民游
客驻足。

现场最令人瞩目的，莫过于18名
身着红马甲、佩戴“放心消费、村书记
担保”黄色绶带的“销售员”，他们是
来自桥驿镇9个村（社区）的党总支书
记及驻村第一书记，分别站在相应摊
位旁，以自己的信誉为村里农特产品

“代言”“带货”。
“大家好，我为群力村的农产品

代言。”群力村党总支书记莫建昌说
着标准的普通话，在现场直播镜头前
化身“网红主播”，“今天我们村为大
家带来了高粱酒、手工酸菜、菜籽油
等多种产品，我们村种植了200多亩
高粱，酿制的高粱酒醇美甘甜，欢迎
大家品尝！”

另一边，禾丰村党总支书记佘家
骏则以一口接地气的乡音，引来市民
捧场：“我们村的香米引高山水库水
种植，不打农药，纯天然无污染，口感
好，营养价值高，希望大家多购买，帮
助我们村的贫困户脱贫致富。”

“葡萄、古巴桃、猕猴桃、黄金
茶……”在原省定贫困村黑麋峰村
摊位旁，驻村第一书记周若愚介绍
扶贫产品如数家珍。黑麋峰村最具
规模的产品是黄金茶，村里有 300
亩茶园，采取扶贫资金注入、贫困
户种植与管理、合作社兜底收购模
式，去年向全村 104 户贫困户发放
了 16 万株茶苗，预计今年可采干茶
100 多公斤，明年将迎来高产期。

“这种茶量少质优，市场售价达到
每公斤 2000 多元，农户卖茶加上在
茶 园 务 工 ，一 年 可 增 收 6000 多
元。”周若愚说，截至去年，该村建
档立卡贫困户已有 100 户脱贫，剩
下 4 户无劳动力的将在今年兜底脱
贫。

“桥驿镇按照全区规划属于生
态涵养区，主要发展农业产业及乡
村旅游。”桥驿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郑文艺介绍，近年来，该镇流转了近
9000 亩土地，形成了 52 家规模农业
企业，培育了油茶、黄金茶、红米、稻
虾、手工切笋等 40 多种农特产品，
全镇 710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已脱贫
678 户。今年该镇整合全镇农企抱
团发展，搭建起“桥驿农合会”等电
商平台，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引
导农企推进“三品一标”认证，打造
知名品牌。

“我们举办这种形式的展销会，
主要是以政府信誉为农户、农企担
保，带动消费扶贫，推动乡村振兴。”
谈及全镇产业发展规划，桥驿镇党委
书记毛斌说，打造农产品品牌只是第
一步，接下来全镇将统筹山上山下资
源，串联起游名峰、吃农家菜、干农家
活、买农产品、住民宿等项目，带火乡
村文旅。

村书记“代言”又“带货”
——望城区桥驿镇优质农特产品展销会见闻

湖南日报 3月 29 日讯(通讯员
段唐平 滕珊珊 记者 黄巍)3 月 28
日，麻阳苗族自治县隆家堡乡步云坪
村霞飞云果园显得格外热闹，由省委
宣传部、省委网信办、省商务厅、省扶
贫办联合指导的“芒果扶贫云超市”
在这里“营业”，将苗家传统赶集搬到

“线上云端”进行。
果园里，一位位本色出镜的“电

商主播”在手机镜头前卖力推介自
家的农特产品。麻阳蓝凤凰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雷华英为生态富
硒土鸡蛋代言，该公司发展蛋鸡养
殖产业带动贫困户脱贫，与全县 2.3
万多名贫困人口签订了委托帮扶协

议。副县长吴志勇以现场体验等方
式与消费者互动，推介麻阳炒鹅、
古法红糖、血橙等特色农产品。县
电商协会副会长李青山把村民刚挖
来的水芹菜、蕨菜、鸭板菜等野菜
摆在直播间，一上午收获几百件订
单。

通过“芒果扶贫云超市”带动，麻
阳对农业合作社、个体农户开展培
训，帮助他们掌握电商营销技能。并
通过直播平台推广当地特色农产品，
促进消费扶贫。当天，117 名新农人
办起“产品销售直播间”，当上“带货
主播”，共收到订单 1.26 万单，线上

“赶集”销售额达到120多万元。

湖南日报3月29日讯（记者 宁
奎 通讯员 王彪）“现在我就当一回
返校学生，把整个防控工作流程走一
遍……”近日，慈利县纪委监委驻县
教育局纪检监察组长李元鸿来到金
慈实验小学，对开学前疫情防控工作
进行“体验式”督查。

连日来，慈利县纪委监委抢抓
学生返校前窗口期，主动靠前监督，
联合相关部门成立专项督查组，围
绕责任落实、人员摸排、物资筹备、
防控措施、教学管理、安全保障等 6
大环节，通过现场督查，实地参与应
急演练等，精准“测温”、提前“把
脉”，实现人员、物资、制度、信息“四
到位”，保证疫情防控和开学复课两

手抓两不误。
早在3月初，督查组就开启“督查

模式”。通过几轮督查发现，学校相
关工作人员及老师对群体性疫情防
控缺乏经验，是目前的短板弱项。针
对这一情况，督查组迅速督促相关部
门联动，协调经验丰富的医务人员驻
守校园防疫。目前，第一轮70名医务
人员已完成培训，计划于开学前一周
进驻学校。

“教育是民生之本，也是我们派
驻监督的重点。”慈利县纪委监委驻
县教育局纪检监察组负责人表示，接
下来，纪检监察部门还将适时开展

“回头看”，督促相关部门履行好疫情
防控责任，确保师生安全。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通讯员 欧阳海希 王威群

3 月 27 日下午，刚从双峰
经开区荣诚鞋业下班回家，王
玉香就在厨房里忙开了。她特
地炒了几个好菜，准备与家人
一起庆祝一下。“没想到 50 多
岁了，还能进厂上班！”王玉香
对这份难得的工作很满意。

王玉香是双峰县走马街镇
新安村建档立卡贫困户，靠打
腰鼓赚钱养家。受疫情影响，
春节以来一直赋闲在家。她的
帮扶责任人、双峰县走马街镇
党委委员王文广得知，多方联
系，帮她进入荣诚鞋业上班。

为克服疫情给脱贫攻坚工
作带来的影响，双峰县广大干部
活跃基层，整合利用线上、线下
资源，帮贫困劳动力介绍工作、
为扶贫车间复工复产排忧解难、

帮贫困户和合作社推销农产品……
走进石牛乡胜达竹木有限公司，2辆满

载竹香芯和竹签的货车正缓缓驶出。这家
公司是石牛乡就业扶贫车间，受疫情影响，
公司复工复产遇到困难。“我们擅长抓生
产，防疫却不专业，无法达到复产条件。”公
司负责人曾胜东心里有顾虑。石牛乡驻企
联络员与县扶贫办、县林业局工作人员多
次来公司走访，帮助开展防疫工作，筹集防
疫物资，落实防疫措施。2月21日，公司顺
利复工，所有贫困员工返岗上班。

“公司复工复产，我们的收入有了保
障。”53 岁的贫困员工邹冬娥笑着说，

“每个月有2000多元收入，中午和晚上
还可在食堂免费就餐。”

一手抓复工复产，一手抓产品销售，
双峰县双管齐下解决群众困难。在锁石
镇大溢塘村花之缘生态农业综合开发有
限公司，43 岁的肖颂威对着手机，绘声
绘色讲述菜籽油的特点。为帮助村民打
开产品销路，花之缘公司负责人、村党支
部书记王安居带头搞起了手机直播，许
多村民变身“主播”，将产品卖到各地。

双峰县还统筹推进消费扶贫和产业
扶贫工作，发动社会各界参与。县委网
信办和县商粮局借助互联网，开展“信息
化助农行动”，引导兴盛优选、步步高、新
华联等电商平台优先采购农产品，并联
系微商城、小程序、抖音、快手等平台开
展直播和代销等活动，一批滞销农产品
成了热销的“网红”产品。

“芒果扶贫云超市”助消费扶贫

麻阳苗家“线上”赶集忙

让孩子们放心上学
慈利加强开学前疫情防控督查

双
峰
：
线
上
线
下
助
脱
贫

3月29日，湖南革
命陵园，工作人员给市
民提供香烛纸钱免费换
鲜花服务。清明节前
夕，该陵园在加强疫情
防控的同时，优化祭扫
服务。每天入园人数控
制在3000人次，市民可
通过“云上清明”微信公
众号提前预约或现场申
请。陵园设立了便民服
务点，配备雨衣、鲜花、
应急药箱等物品，为入
园市民提供贴心服务，
倡导文明祭扫。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罗刚 摄影报道

优化服务
文明祭扫

湖南日报3月29日讯（通讯员 郭
勇 李赛）“近期境外疫情输入风险较
大，重点摸排一定要‘敲门见人’”“社区
干部冲锋在前，要确保身体平安，更要
绷紧纪律之弦”……这是津市市纪委监
委把握运用监督执纪第一种形态，在疫
情防控期开展专门提醒谈话工作的“温
馨提示”。

自战疫打响起来，津市市纪委监委
迅速出台做好提醒谈话工作的实施方

案。在谈话对象上找准“关键人”，找
单位部门“一把手”谈、找指挥部各分组
负责人谈、找村（社区）干部谈。谈话内
容上找准“关键词”，把落实主体责任的
重点一一“过堂”，把易忽略的风险逐个
挑明，同时提醒干部做好个人和家庭防
护。谈话方式上找准“关键点”，不泛泛
而谈搞形式主义，不得影响被谈话人正
常工作，不限定特定的时间和地点，灵
活采取电话、短信或面对面沟通方式进

行，注重倾听意见建议。
通过精准谈话提醒，既严明了纪律

尺度、彰显了组织关怀，又起到了将心
比心、温暖人心的效果。截至目前，津
市纪检监察系统共开展疫情防控提醒
谈话300余人次，有效督促各级部门主
体责任上肩。近期，该市还将围绕疫情
防控脱贫攻坚两不误、扶贫领域“一季
一专题”专项治理，启动新一轮的提醒
谈话。

津市：精准提醒谈话 压实防控责任

湖南日报3月29日讯（记者 王晗）
3月27日下午，以“鲲鹏立湘，共创计算
产业未来”为主题的 2020 华为开发者
大会湖南分论坛暨鲲鹏训练营在长沙
启动，此举意味着我省在打造鲲鹏计算
产业“人才储备库”方面又迈出一大步。

当前，信息安全、自主可控已上升
为国家战略，基于华为鲲鹏处理器的智

能计算产业成为这一战略重要组成部
分。今年1月9日，省政府与华为签署
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携手发展鲲鹏
计算产业，加快建设数字湖南。同时，
成立湖南鲲鹏生态创新中心和湖南鲲
鹏计算产业技术联盟，在平台搭建、人
才培养、应用示范等领域展开全面合
作。

两个多月来，在省、长沙市和湖南
湘江新区大力推进下，鲲鹏计算产业
加快布局发展。湖南鲲鹏训练营启动
后，将开展鲲鹏计算产业招生、培训与
认证等工作，并通过组建高校与华为
联合教学团队、构建课程教学平台等，
不断壮大我省鲲鹏计算产业高技术人
才队伍。

打造计算产业“人才储备库”

湖南鲲鹏训练营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