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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刘燕娟

4月1日，浏阳市江湾学校项目在
该市“市民之家”申报备案，当场取得
备案证。一个投资数亿元的项目备案
何以这么快？企业负责人说，主要是政
府服务好，3月30日下午网上申报，第
二天上午相关部门就到工地察看并进
行申报业务辅导。

这与浏阳市行政审批局等部门最
近针对问题揽镜自照、用心整改分不
开。近期，浏阳市首次将巡察工作开展
以来发现的共性问题及典型案例汇编
成册下发通报，起到极大震慑警醒和
促进整改作用。

汇编问题

3 月 20 日，浏阳市第十二届纪委
第五次全体会议召开。与会人员入座
后，发现桌上赫然摆着一本册子。原
来，这是该市将巡察工作启动以来 12
轮巡察中发现的共性问题及典型案例
汇编成册，印发通报。

“某某局、某某公司、某某学校等
单位以党政班子会、公司办公会、行
政扩大会代替党组（委）会……”“有
些村（社区）民主评议党员走过场，将
表现较差或违纪的党员评议为合格
党员……”

通报中，分类梳理了乡镇（街道）
共性问题 7 大方面 27 项、市直单位共
性问题 7 大方面 27 项、村（社区）共性
问题6大方面37项。此前，浏阳市委已
对 32 个乡镇（街道）、41 个市直单位、
118 个村（社区）进行了巡察，一些问
题屡次在不同单位出现。

揽镜自照

“已巡察的单位要对照清单严格
整改到位，未巡察的单位要揽镜自照
治未病，对今后巡察中再出现类似问
题的单位和个人，市委将严肃问责追
责。”会上，长沙市委常委、浏阳市委书
记黎春秋的话掷地有声。

案例中问题发生在哪个单位，没有
点名。“被巡察过的单位一看就知道是

讲自己，其他单位看了也会揽镜自照、
对照检查。”市委巡察办工作人员说。

在脱贫攻坚专项巡察中发现，有
些村（社区）情况掌握不到位，扶贫政
策没有全面落细落实。市扶贫办立即
行动，拿出整改办法，在全市范围内建
立健全了分类管理、稳定增收、监测预
警三大机制，同时列出脱贫困难、致贫
风险、返贫风险三项清单，第一时间组
织各乡镇（街道）、村（社区）进行对照
检视，自查自纠相关问题56个。

未病先防

“巡察通报的共性问题和典型案
例，让我们触动很深。比如某镇负责医
保费用报销的干部政策业务不熟、服
务态度不好，导致 72 岁五保老人 6 次
到镇上办理未果。”市行政审批局有
关负责人说，会后，他们第一时间组织
全局干部职工和36个窗口单位182个
办事窗口所有工作人员对照学习、检
视整改，进一步改进作风、优化服务。

整改立竿见影。“工作人员全程帮

办，我们感到很暖心。”4 月 9 日，说起
早些天在浏阳市“市民之家”的办事经
历，顺通烟花贸易公司法人代表李凡
桂感慨不已。他为公司仓储用房建设
项目申请备案，在帮代办人员引领下，
半小时就完成了网上申报。

浏阳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秦
跃平介绍，全市各级各单位纷纷以案
为镜，自查自纠了一大批相同或类似
问题。这次通报，就是充分用好巡察成
果、不断延伸巡察效应、认真做好巡察

“后半篇文章”的有益探索。
全市各级各部门自查自纠、立行

立改，进一步推动“最多跑一次”等改
革。目前，该市审批“容缺受理”增加至
20 项事项、60 项材料，“不见面”审批
事项增加至67项，支持企业（项目）审
批服务相关优惠政策增加至30项。

全面用心整改，有力推动了企业
复工复产和项目建设。目前，浏阳市已
铺排今年重点建设项目 251 个，计划
总投资 388.6 亿元；一季度计划开复
工项目 169 个，实际开复工 182个，超
计划7.7%。

湖南日报记者 何金燕

【人物素描】
胡建文，全国人大代表，湖南临武舜

华鸭业公司董事长。疫情暴发后，他要求
公司下属的高速公路服务区门店、高铁站
门店、机场门店照常营业，为旅客端上“面
碗”。同时，想方设法确保养鸭户饲料不断
供，替鸭农守护好“饭碗”。

【战“疫”故事】
4月10日下午4时许，湖南省农业农

村厅大门右侧的“湘品堂”门店内，胡建文
正和两位朋友商议着，怎样帮助鸭农进一
步发展生产。

结束交谈时，胡建文略显疲态。当天
上午，他刚和其他 11 名在湘企业界全国
人大代表一起，在长沙调研了减税降费助
复工复产工作。“每天忙得像陀螺。疫情对
我们农产品加工企业造成了损失，现在只
能争分夺秒加油干。”

作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和全国农产品加工业示范企业，舜华鸭业
的战“疫”故事，在“碗”中流淌着真情。

“让旅客吃上一碗热腾腾的鸭蛋面，
守住鸭农‘饭碗’，不辞退一名员工。”胡建
文说，这是公司作出的庄严承诺，也是他
的职责和使命。

为旅客端上“面碗”，这个朴素愿望，
源于一件小事。

大年三十晚上6时，位于长沙高铁南
站的舜华鸭蛋面馆刚打烊，一位妈妈牵着
5岁的孩子前来求助：“我们找了一圈，其
它店都关了。孩子饿了，想吃点热乎的东
西。”店长听后，热情地邀请这对母女进
店，免费为她们煮了两碗面。当晚，胡建文
得知这一情况后，辗转难眠。

大年初一清早，胡建文组织召开集团
视频会议，决定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高

铁站、机场的鸭蛋面馆和“湘品堂”门店，
如果没有特别要求，必须正常营业。“成本
再高，也要让旅客有东西吃，还要为他们
免费提供口罩和酒精喷壶。”

疫情期间，胡建文多次奔赴一线门
店，为员工送去防疫物资，督导疫情防控。

“上千名员工虽然身处人流量大的地方，
但由于防护得当，我们实现了‘零感染’。”

236 个临武鸭养殖场、5 座加工厂、
200多家门店，吸纳2000多名员工就业，
帮助 1 万多户种养户脱贫致富……这一
串数字，曾是胡建文骄傲的资本，如今也
给他带来无形的压力。

怎样消除疫情影响，确保企业稳定运
行、农民稳定增收？胡建文明白，在做好疫
情防控的同时，必须稳妥推进复工复产。
养殖、加工、销售，每个环节都不能松懈。

疫情期间，正值鸭苗孵化期。饲料短
缺，上万农户犯了难。

“鸭子不断‘粮’，农户才能吃下定心
丸。”胡建文说，必须想办法守住鸭农的

“饭碗”，否则，他们又将返贫。
为解决这道难题，公司请县畜牧水产

事务中心出面，与饲料生产商对接，开通
运输“绿色通道”，调运了 4600 吨储备饲
料。公司技术员和管理人员深入每个养殖
场，及时将饲料送到鸭农手中，保证了鸭
苗顺利孵化。

作为一名爱心企业家，得知临武县乡
镇基层疫情防控工作者口罩短缺，胡建文
马上让公司设法购买了 3 万只口罩捐给
当地，同时还捐赠100万元支持县政府抗
疫。3月19日，临武县举办消费扶贫活动，
胡建文又将活动中获得的 100 万元利润
全部捐出，支持扶贫事业。

“疫情虽然给企业带来了影响，但是
政府出台了强有力的帮助措施，保险、金
融等方面给予大力扶持。”胡建文表示，政
府的“及时雨”，让企业有信心渡过难关。

为旅客端“面碗”
替鸭农守“饭碗”

湖南日报记者 施泉江

“现在学生陆续复学，我们公益社准
备多采购一些口罩，尽可能帮助贫困学
生，为他们的健康护航。”4月11日，面对
记者的采访，娄底市双星公益社负责人
谢斌一开始神情轻松。

然而，一聊起疫情严峻时的战“疫”
情形，谢斌脸上的肌肉瞬间紧绷起来，仿
佛又回到了那一场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

1月27日，正月初三，突如其来的疫
情打乱了谢斌的日常安排。“作为一名志
愿者，我能做些什么？”这样的想法始终萦
绕在他心头。此时的娄底，口罩等防护物
资告急，谢斌在公益组织微信群中得知长
沙同行能提供部分口罩后，便不顾自身安
危火速赶往长沙，当天就把800个医用口
罩带回娄底，捐给了娄底市公安局和娄星
区大塘社区。“那时，警察都在路上或辖区
内执勤，社区工作人员也奔波在抗疫第一
线，他们都是最需要口罩的人。”谢斌说。

2 月初的一天，在与深圳一个基金
会联系时，谢斌偶然得知对方存有2000
套医用防护服，当即表示要200套，可对
方说这些物资要发往全国各地，最多只
能给100套。“这样不行，还得努努力，争
取多筹集一些。”他暗下决心。

“180套！”“不行，120套！”……经过
多轮软磨硬泡，谢斌最终拿到 150 套医
用防护服，第一时间捐赠给娄底疫情较
重的双峰县。

疫情防控期间，一些无人照顾、行动
不便老人的生活物资如何保障？作为一
名从事志愿服务13年的“老兵”，谢斌敏
锐地察觉到这个问题。1月28日，他紧急
联系共青团娄星区委，打听娄星区这类
老人的信息。

2 月 2 日，经过精心准备，谢斌走进
了一户独居老人家中，为他送去生活必
需品。“老人名叫王满成，家住长青街道
扶青社区。”谢斌说，老人患有严重的肝
病，已经丧失劳动能力，生活比较困难，
女儿在外打工回不来。

受疫情影响，当时王满成正为买菜
发愁，他接过谢斌送来的肉、鸡蛋、蔬菜、
水果等，感动不已，紧握着谢斌的手连连
说：“你们不是亲人，胜似亲人。”这更加
坚定了谢斌的信念，“那一刻，我觉得这
件事做得值，真正解决了群众生活的不
便。”

从 2 月 2 日开始连续近一个半月，
每隔三四天，谢斌都会组织双星公益社
志愿者，为娄星区45名不方便出门的孤
寡老人、独居老人、残疾老人购买食物、
药品等生活物资，为他们送上口罩、酒精
等抗疫用品，解了老人们的燃眉之急。

时至今日，在疫情期间经历的点点
滴滴，依旧印在谢斌的脑海里。在被问到
如何看待自己的善举时，谢斌平淡地说
道：“志愿服务要有责任感和使命感，过
去的两个多月，我只不过是做了自己应
该做的而已。”

亲爱的小怪物：
一转眼，我们分开一个多月了。这是

我们相识 21 年来第一次分开这么久。崽
崽快开学了。我虽已从鄂返湘，却还在隔
离休养之中。

当初，我刚说要写申请去支援湖北，
话音未落，你和崽崽都反对。崽崽没哭，
你却哭了。但没过多久，我正酝酿长篇大
论说服你，你突然想通了，还给我分析去
湖北会遇到的情况。我就纳闷了，咋就转
得这么快呢？

我说暂时不要告诉父母，你倒好，前
脚出门后脚就把他们都接到家里住了。

这一个多月来，你既要工作，又要照
顾父母生活起居，还要管崽崽的学习，真
是辛苦你了。孩子这段时间真的长大了，
有男子汉气质了。比如搞劳动不需要划拳

了，学习不需要监督了，暖心话不需要诱
惑了，知道责任与担当了，锻炼身体不是
为父母了等等。我为孩子的这些变化开
心。感谢你的付出，我亲爱的小怪物。

亲爱的，在黄冈的时候我是严格按
照你的指示做好防护，干好工作，吃好睡
好。现在，我的两次核酸检测都是阴性
的，放心了吧。我的战友们也都好好的。

小怪物，我很快就可以解除隔离回
家和你团聚了。你每天发在视频里的美
食，我早就垂涎三尺啦！

你的大怪物
2020年4月12日

作者为湖南支援黄冈医疗队队员、
湖南省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副主任医
师 王志平

（湖南日报记者 易禹琳 整理）

小怪物，
感谢你的付出

湖南日报4月12日讯（记者 孟姣燕
通讯员 滕林林）凤凰县文化旅游产业复
苏战略合作签约仪式近日在凤凰古城举
行。凤凰全县景区开放后至12月31日，政
府提供1万间房，欢迎游客免费入住。

凤凰县人民政府、携程集团、祥源控
股集团达成战略合作意向，通过整合携
程、祥源控股集团资源实施旅游营销示范
工程，打造凤凰县“中国最美丽小城”旅游

品牌形象，共建全国智慧旅游示范县城，
助力凤凰县旅游复苏。

凤凰县将通过携程平台，向游客发放
价值200万元的酒店民宿住宿消费券，总
计1万间房。4月下旬开始，游客可通过携
程平台免费预约。

携程全球玩乐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清
明小长假期间，凤凰古城是湖南省人气最
高的景区之一。

提供1万间房给游客免费住
凤凰县携手携程祥源控股助旅游复苏

揽镜自照治未病
——浏阳市首次汇编通报巡察问题与案例

“我只不过是做了应该做的”
——娄底市双星公益社负责人谢斌的战“疫”故事

漫画/徐铁军复工复产气象新

湖南日报 4月 12 日
讯（记者 王晗 通讯员 邝
瑶）湖南湘江新区健康医
疗大数据产业再添新引
擎。4 月 10 日下午，中电
数据服务有限公司、湖南
梅溪湖新城医疗投资有限
公司和长沙市医疗健康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在长沙共
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拟
在位于长沙梅溪湖国际新
城二期的湘江新区国际医
疗健康城内，共建健康医
疗大数据中心。

根据协议，签约三方
将共同组建合资公司，在
取得长沙市政府健康医
疗数据授权的前提下，以
长沙市健康医疗数据为主
线，在湘江新区国际医疗
健康城内建设和运营大数
据中心，提供本地化数据
采集、治理及运营服务，并
整合省、市医疗卫生信息
资源，全力推进健康医疗
大数据产业发展。项目将
按照“1+1+X”（一个数据
平台、唯一授权载体、多元
多核数据开发体系）思路，
重点引进或培育健康医疗
大数据、基因工程等产业
龙头企业，构建具有广泛
影响力、蓬勃生命力的健
康医疗大数据产业平台。

近年来，梅溪湖国际新
城不断集聚健康医疗资源，已建成省人民
医院河西分院，即将启动建设长沙市妇幼
保健院河西新院、口腔医院河西新院；引
进华大基因、爱尔眼科、人和未来、泰康、
亿达、前海人寿等一大批高端健康医疗企
业落户，全力推进基因工程、健康医疗大
数据、高端康养等健康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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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4月12日讯（记者 孟
姣燕 通讯员 杨青）今天，湖南省土
壤样品保存库及配套工程项目开工
仪式在长沙举行。该项目是目前全
国最大的土壤样品保存库。

湖南省土壤样品保存库及配套
工程项目是 2014 年农业部、财政部
批复在我省长株潭地区开展重金属
污染耕地修复及农作物种植结构调

整试点工作的一个子项目，是土壤环
境科学研究成果展示和普及土壤保
护知识的科普基地，主要用于永久存
放我省土壤样品。项目位于长沙市
芙 蓉 区 马 坡 岭 东 湖 小 区 ，总 投 资
5100 万元，用地面积为 12432 平方
米，工期15个月。

省生态环境厅介绍，项目建成
后，通过收集土壤样品并与现有耕

地质量监测规划充分衔接，形成层
级目标明确、土壤类型完整、功能
各有侧重的国家耕地土壤样品库
体 系 ，能 清 楚 地 了 解 和 掌 握 土 壤
环 境 质 量 的 发 展 与 演 变 。 同 时 ，
可以对土壤污染物含量和形态进
行 长 期 追 踪 监 测 ，为 深 入 了 解 与
重金属或其他污染物的相关信息
提供可能。

全国最大土壤样品保存库开建

湖南日报4月12日讯（通讯员
向晓玲 邓发粮 记者 黄婷婷）“我家
通过电商售卖椪柑等特色水果，去年
收入超10万元，脱贫啦！”泸溪县武溪
镇黑塘村6组贫困户覃心金今天说。
近年来，泸溪县联合惠农网共建电子
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今年农特
产品已签约销售额1.67亿元，让贫困
户搭上“电商”专列步入小康车道。

泸溪县鼓励贫困户通过电商渠
道创业就业，建立电商人才培训体
系，目前已培训学员 5000 余人次，
培训学员创业转化率达68%以上，孵
化出通过电商脱贫的“卖蜜能人”杨
春竹等致富带头人。

为将贫困户的优质“山货”卖出
大山，泸溪县建立农村电商服务站和
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目前，第一批

75 个村级电商服务站已建设完成，
县乡村三级物流的乡镇覆盖率达到
100%，之后还将建设45个村级电商
服务站，并确保村级电商服务站点的
行政村覆盖率达到 80%以上，为贫
困户提供“购物、销售、创业不出村，
投递送上门、农产品送出乡”的便利
服务。

泸溪县不断推进乡村农旅电
商模式，疫情期间，县商务局联合
惠农网，通过市场代卖、整车直采、
一 件 代 发 等 方 式 ，累 计 助 销 椪 柑
203.575 吨。

贫困县搭上“电商”快车
泸溪农特产品今年签约销售额1.67亿元

湖南日报4月12日讯（通讯员
曾晓蓉 记者 肖畅）4 月 12 日下午，
湘潭市启动“我是志愿者我来帮”志
愿服务活动，动员广大志愿者和市民
群众积极参与，凝聚爱心力量，传承
文明风尚。当天，活动启动仪式采取

“云”上直播方式进行，吸引近60万人
参与互动。

目前，湘潭市共有 47 万余名志
愿者，145支志愿团队活跃在全市各

领域，并先后获得国家级优秀志愿
者、优秀志愿服务组织等多项荣誉。
为进一步整合全市志愿服务资源，更
好实现志愿服务项目化、项目专业
化、专业品牌化、品牌常态化，今年该
市全力打造“我是志愿者我来帮”志
愿服务活动。

启动仪式上，全国道德模范文花
枝、湘潭市支援湖北黄冈医务人员代
表等先后走进直播间和大家进行互

动，分享志愿服务活动感受。湘潭市
文明办发布“我是志愿者我来帮”志
愿服务热线以及由党员干部组成的
联点共建志愿服务队、文明实践志愿
者组成的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医务
人员组成的关爱生命志愿服务队等
10 支志愿服务队伍和 10 项志愿服
务品牌活动，同时发布湘潭市中心医
院等 10 家爱心单位、企业志愿服务
项目合伙人。

“我是志愿者我来帮”
湘潭“云”上启动志愿服务活动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马如兰 龚茶林

4 月 12 日，风和日丽。岳阳经开区康
王乡党委书记吴昌华一行来到乌江村白
亭组，督导春耕生产。目力所及，数百亩
水田都完成了直播，田地里谷种头顶“黄
帽子”，根须扎入了土层。

村干部任金星说，他们种的是再生
稻“德两优早895”，平整土地后直接把带
芽的谷种撒进田里。

“为何要种再生稻？”记者问。
“两个‘矮子’胜过一个‘高子’。”任

金星解释道，“再生稻头季生长期约 130
天，第一季产量每亩约 600 公斤。收完早
稻后只需灌水施肥，禾蔸上再长苗结谷，
亩产也有300公斤左右。”

“老百姓种粮积极性如何？”
“以前都是种一季稻。今年推广再生

稻，增加了补贴，乡亲们都愿意种！”副乡
长朱明解释，“村上调了9台旋耕机，负责
买种子、集中催芽，农民只需做好田间管
理。”

“乡财政今年拿出 100 万元，按每亩
100元补贴给农户。还对完成了种粮计划
的村给予 3 万至 4 万元不等的奖励。”乡
人大主席团主席艾春林补充道。

“乡财政怎么拿得出这么多钱？”记者问。
“我乡有数十家工业企业支撑。支持

粮食生产，这个钱我们舍得花！”吴昌华
满脸自信。

“耕种计划完成情况如何？”吴昌华
问任金星。

“乡里下达的任务是 750 亩，我们种
了973亩。”任金星说。

溯溪而上，大伙来到夹铺新村塘斗
组。只见村民黄力正驾驶旋耕机耕田，宋
爱国挥舞耙头清沟、打埂培土……数十
名农民在田里埋头苦干。

村民李桂子放下手中的耙头，擦了
擦额上的汗水对记者说：“我家种了 2.2
亩地，明天就撒谷啦！”

“要抓紧播种，不能迟于15日。”吴昌
华叮嘱村委会主任宋庆伟。

宋庆伟慨然应道：“请放心，明天全
部完成直播！”

“两个‘矮子’胜过一个‘高子’”
——岳阳经开区康王乡春耕现场直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