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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苏莉

【人物素描】
孙易兵，省政协常委，湖南省海外联

谊会副会长，香港恒德利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疫情期间，他团结省政
协香港委员，在全球各地采购防疫医疗
物资，第一时间援助湖南各大医院及单
位。

【战“疫”故事】
4月13日上午，孙易兵前往长沙市

岳麓区，为即将在桂东县贫困村开展的
扶贫项目进行产品对接考察。这是他作
为省政协委员，参与省政协“三个一”扶
贫行动的履职镜头之一。

接下来的两天，他还将在省政协组
织下，马不停蹄地赶往湘潭、邵阳两地，
参与调研扶贫项目，为贫困村捐赠医疗
物资。

在考察间隙接受记者采访时，孙易
兵说：“作为政协委员，必须履行职责，无
论是疫情防控，还是复工复产、扶贫攻
坚，我都不能缺席。”

时间拉回到两个多月前。
孙易兵回到湖南老家，准备和家人

共度新春佳节。就在这段时间，有关新
冠肺炎疫情的报道越来越多，湖南也进
入战时状态。

孙易兵坐不住了：“作为政协委员，
首先要做好个人和家人的防护，但又不
能仅仅满足于此，还必须做点什么。”

1月26日，省政协通过政协云发布
倡议书，号召各级政协委员众志成城打
赢疫情防控攻坚战。孙易兵心想，省政
协这个倡议太及时了，作为政协委员，我
在这场疫情防控战中不能缺席。

孙易兵是长沙人，上个世纪 90 年
代前往香港经商并定居。20 多年来，
孙易兵时常往返于湘、港之间，为两地
经贸往来牵线搭桥。2008 年，孙易兵
当选为湖南省政协委员，这让对家乡感
情深厚的他又有了一个能够献计出力
的渠道。

10多年的政协委员生涯，孙易兵始
终秉持初心：“身为委员，要敢于担当，带
头团结身边的人、周围的人。”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孙易兵身
在湖南，多位香港委员向他了解湖南的
情况：紧缺什么？有哪些捐赠渠道？

“大家都有着为湖南做点什么的共
同目标，应该团结在一起。”孙易兵想到，
除了个人捐赠，还可以将省政协香港委
员团结起来，共同为湖南尽一份心、出一
份力。

一开始，孙易兵联合蔡荣星、黄海
鹏、何金松、连镇恩、刘启东等委员，集体
捐赠了一批物资。后来，越来越多的香
港委员加入进来，20多位委员又进行了
一次大规模的集体捐赠，包括一批当时
急需的口罩、防护服、消毒酒精和84消
毒液等。

孙易兵告诉记者，这些物资从海外
采购到运输回国，再送到湖南各大医院，
过程非常艰难。好在各位香港委员齐心
协力，利用各自的资源，以最快的速度跑
赢了这场接力赛。

孙易兵等人主要组织力量在日本、
泰国、马来西亚等地采购物资，发动华人
华侨一个个超市、商场去跑，蚂蚁搬家式
地一点点搬运回来。

让孙易兵非常感动的是，很多朋友
都没到过湖南，但得知湖南情况后，在春
节期间放弃休息，有人带病坚持采购，有
人为买不到口罩而急得直哭。

除了采购的不易，运输也十分困
难。特别是医用酒精属易燃易爆类物
资，运输要求严苛。孙易兵将这一困难
及时反映到省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
专委会立即与省交通运输厅、省卫健委
积极联络沟通，协调运输通道。2月12
日，20 名香港委员联合捐赠的 10 吨 75
度消毒酒精、10 吨 84 消毒水终于安全
运抵长沙。

尽管过程曲折，但结果令人欣慰。孙
易兵再次深切地感受到：“大家一起努力、
一起加油，没有什么困难是不可战胜的！”

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通讯员 李昊徐

“我们搭建了一张安静的‘书
桌’，为湖北一些中小学生提供大
学生一对一在线辅导。疫情不止，
服务不停。”4月13日，湖南大学数
学学院大三学生刘逸涵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说。

1999 年出生的刘逸涵是一位
公益达人，曾多次举办线上线下公
益活动，有过支教等志愿服务经
历。今年 2 月，刘逸涵与来自北京
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的8名伙伴，
发起了名为“壹桌计划”的大学生
公益项目，目的是招募大学生志愿
者，为湖北抗疫一线工作者家庭、
患者家庭的孩子以及毕业班学生，
提供免费的一对一网络学习辅导。

筹备阶段，为了快速组建教师
团队，刘逸涵连续熬夜，坚持 24 小
时在线组织简历筛选、成员面试；
为了使更多湖北学生家庭看到活
动信息，他和伙伴们运用微信公众
号、微博、bilibili 等平台进行宣传，
招生信息迅速扩散开来；为了增强
团队凝聚力，他还组建志愿者交流

群，发起线上会议，开通网络直播。
“3月1日，我们正式面向全国

大学生发起志愿者招募，24小时内
便有 550 多名在线辅导志愿者和
170 多个项目运营志愿者报名，大
部分是在校大学生。”刘逸涵介绍，
在线辅导志愿者为孩子提供一对
一免费辅导，每次辅导后，项目团
队还会收集反馈信息，然后灵活调
整教学方法、快速改进相关服务。

3月4日，当第一次联系上湖北
一线的医护人员家长时，刘逸涵不
禁热泪盈眶，他在朋友圈写下了这
样一段话：“对接上了武汉协和和
同济的天使们！打下‘向你们致以
最崇高的敬意’几个字的时候，真
的眼泪止不住的流，感觉一切是那
么值得。”

网上辅导的工作十分繁杂，起
初还会时常碰壁：有些家长对活动
并不了解，接到来电后往往多有防
备；有些家长反馈不及时，以至于
中断联系……这些经历，多少让刘
逸涵和伙伴们有挫败之感，忍不住
想打退堂鼓。但一次特别的对接
经历，却让他们改变了想法，觉得
不应该泄气。刘逸涵曾对接过一

位为小区配送物资的前线工作人
员，但在向父女俩发出微信好友申
请后，迟迟没得到回应。“之后，我
给叔叔拨通了电话，电话那头声音
十分匆忙，据说那时已经连着忙了
几天，我们只能继续等待。”刘逸涵
说，虽然那次对接不是很顺利，但
在几次沟通中，他真切感受到了抗
疫一线的紧张与忙碌，也理解他们
的时常“断联”。“能够为这些最美
逆行者分担一些，减轻他们的后顾
之忧，也正是我们想要追求的！”

“壹桌计划”项目发起至今，共
有 来 自 海 内 外 260 多 所 高 校 的
2000 余名志愿者报名参加。第一
批活动为205名湖北中小学生提供
了辅导，其中有70余名来自抗疫一
线工作者家庭或患者家庭。第二
批活动已于3月16日启动，有500
余名在线辅导志愿者上岗。截至
目前，志愿者们已累计提供各类公
益辅导服务近1万小时。

“活动还将继续，志愿者们集
结聚力、点亮希望，用实际行动来
帮助最需要帮助的人。‘力所能及
便竭力为之’，这是所有‘壹桌计划
’志愿者们的坚守。”刘逸涵说。

“作为政协委员，我不能缺席”

“力所能及便竭力为之”
——湖南大学学生志愿者刘逸涵的抗疫故事

湖南日报4月13日讯（记者 黄利飞）
今天沪深两市缩量调整，沪深两市皆小
幅下跌，工程机械板块逆势走强，其中山
推股份、山河智能、柳工领涨。湖南工程
机械企业山河智能收涨 7.68%，报 6.31
元/股；中联重科收涨 4.33%，报 6.5 元/
股；三一重工收涨 3.93%，报 19.82 元/
股。

消息面上，4月上旬以来，工程机械
主机厂相继宣布对不同工程机械产品提
价。三一重工宣布公司混凝土泵车价格
将上调5%至10%不等；小型挖掘机价格
上调10%、中大型挖掘机价格上调5%。
徐工将小型挖掘机价格上调10%，中大
型挖掘机价格上调5%。

三一重工表示，2020年疫情突然暴
发，海内外产业链上下游受到了较大冲
击，使生产综合成本大幅上升。中银国
际证券认为，此次工程机械产品价格上
调是对2019年工程机械主要产品价格
大幅下行的修复，价格的上涨有助于提
升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及缓解经销商压
力。

西南证券认为，疫情带来的延期复
工只是影响了工程机械行业开工高峰及
销售高峰的时点，受益逆周期政策调节、
环保需求、更新替代等因素的推动，
2020 年全年行业需求仍在。随着疫情
的逐步控制，企业生产逐步回归正常，预
计行业将在第二季度迎来较好增速。

产品提价，股票大涨

工程机械板块表现亮眼

湖南日报4月13日讯（记者 奉永成
通讯员 欧阳锋）今天，省应急管理厅、
湖南煤矿安全监察局、省能源局联合下
发通知，决定按照现有产能保留一批、
升级改造提升一批、限期关闭退出一批
分类处置年产 30 万吨以下煤矿，促进
煤炭行业安全发展。至 2021 年底，力
争将全省保留煤矿总数控制在 100 处
以内。

我省目前现有煤矿149处。分类处
置年产30万吨以下煤矿，将按照“四个
坚决、一个一律”原则。即：坚决关闭年
产 9 万吨及以下煤矿，坚决关闭或者出
清长期停产停建的年产30万吨以下“僵
尸煤矿企业”，坚决关闭年产30万吨以
下煤与瓦斯突出、安全不达标的煤矿，坚
决关闭开采范围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湿地公园、饮用
水资源保护区（简称“五区”）重叠且矿业

权设置在前的年产30万吨以下煤矿；凡
安全、环保不达标的煤矿，一律不允许保
留。

加快实施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改
造，保障煤矿安全生产水平，力争到今年
底前实现采煤机械化，所有保留煤矿均
达到三级及以上安全生产标准化等级。
按照自愿申请的原则，具备条件的煤矿
于今年5月底前向县级人民政府提出书
面申请升级改造，确定升级改造的煤矿
要立即停止生产，未完成升级改造的不
得投入生产。

引导安全、环保等不达标煤矿关闭
退出。去年已纳入关闭名单尚未按标准
要求关闭到位的煤矿和暂时保留的应急
储备矿井，应于今年底前依法关闭到
位。引导资源条件不优、市场竞争力弱、
限期不能实现机械化采煤、生态环境影
响大的煤矿主动退出。

我省分类处置
年产30万吨以下煤矿

至2021年底，力争将全省保留煤矿总数控制在
100处以内

具有以下10种情形之一的煤矿，
由县级及以上人民政府依法予以
关闭

1.证照（批复）不齐组织生产（建
设）的；

2.技改扩能煤矿边技改边违法组
织生产的；

3.在规定期限内未完成技改审批
或超过批准工期1年以上未通过竣工
验收的，以及长期停产的；

4. 限期 2020 年底关闭退出的煤
矿，在批准区域外组织生产、批准区域
内超核定头面、超核定下井人数、以掘
代采的；

5.在规定期限内未实现机械化开

采的；
6. 年产 30 万吨以下煤与瓦斯突

出煤矿在 2020 年底仍达不到本方案
规定的安全保障能力的；

7. 年产 30 万吨以下煤矿发生重
大及以上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年产15
万吨以下煤矿发生较大及以上安全生
产责任事故的；

8.拒不执行监管监察指令，存在
重大隐患，擅自组织生产的；

9.对矿区范围与“五区”重叠，且
经所在地市级人民政府论证为重叠部
分退出后不再具备保留条件的；

10. 法律法规及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确定的其他应当关闭的。

■链接：

湖南日报4月13日讯
（记者 黄利飞）创业板湘企
蓝思科技近日发布非公开
发行股票相关预案，拟向不
超过35名特定对象，发行不
超过13亿股股票，募集资金
预计不超过 150 亿元人民
币，主要用于产能扩建和技
术改造，涵盖智能穿戴、触
控功能面板、车载玻璃面
板、3D触控面板建设项目以
及工业互联网产业应用项
目。

蓝思科技表示，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与公司现有主
营业务联系紧密，将以现有
主营业务和核心技术为基
础，通过加大投入，扩大产
能，进一步增强市场竞争
力。相关项目达产后，预计
将实现年产智能穿戴设备
零组件 900 万个，实现年销
售收入18亿元；车载玻璃及
大尺寸功能面板3719万件，
年产值 42.73 亿元；消费电
子 3D 触控功能面板 1.2 亿
件，年销售收入约 70.27 亿
元。

抛 出 此 定 增 预 案 后 ，
公司股票今日开盘封死跌
停板，报收 15.88 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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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4月13日讯(记者 黄巍
通讯员 吴祥淼 杨显杰)4月8日至10
日，通道侗族自治县举行“繁荣消费市
场、助力脱贫攻坚”主题消费扶贫农特产
品展销会，实现销售额800余万元。这
是该县以消费助扶贫，激发内生动力，持
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举措之一。

今年，通道以“挂牌督战”为抓
手，扎实开展脱贫质量“回头看”，全
力攻克脱贫攻坚最后堡垒，确保剩余
贫困人口 682 户 1834 人稳定脱贫，巩
固提升 10756 户 45308 人贫困人口脱

贫成果。该县精准发力，从提高脱贫
质量入手，巩固脱贫成果。积极开展
春节假期义务教育控辍保学工作，确
保适龄儿童不失学辍学；全县所有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医保缴费由县财政
全额补贴，对扶贫特惠保保费给予
90%财政补贴；住房安全保障成效明
显，通道农村危房改造获 2019 年国
务院督查激励；农村饮水安全保障率
达 100%，今年从饮水安全脱贫标准、
水质安全、工程质量、管护制度等方
面,对 125 处人饮工程进行巩固提升；

6 月底前,计划完成 241 公里农村公路
生命安全防护工程建设。

抓紧抓实产业扶贫，确保贫困群
众稳定增收。通道有序推动文化旅游
业全面复苏，举行“穿行万佛山·相约
侗心旅”骑行徒步主题活动，推出“红”

“绿”“古”3条精品骑行徒步路线，提振
通道生态、安全、健康旅游目的地形
象。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建成钩藤、青
钱柳、金丝皇菊、桔梗、石菖蒲等中药
材基地 5 万亩，油茶基地 8 万亩，茶叶
基地2万亩，葡萄、猕猴桃等水果基地5

万亩，稻田养鱼基地7万亩。强化产业
扶持，完成152个行政村的村级产业园
建设，发挥村级产业基地带动作用，为
集体经济和贫困人口增收拓宽渠道。

抓实贫困劳动力返岗就业。该县
通过“返岗直通车”“春风行动”线上招
聘会等形式，帮助24487名贫困劳动力
实现转移就业；设立扶贫特岗、生态护
林员、公益岗位2224个,安置因故无法
外出务工的贫困劳动力；建立26个扶贫
车间吸纳就业975人，其中贫困劳动力
301人，有力保障贫困家庭稳定增收。

湖南日报 4月 13日讯(记者 蒋
茜 通讯员 刘大军)4月9日，新田县秀
峰富硒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生产基地，菜
农们正忙着采收出口蔬菜。2018 年，
贫困户彭金冬夫妇参加了新田县人社
局的就业培训后，在基地从事品质检验
工作，年收入近8万元，已脱贫致富。

近年，新田县大力推进“就业一人，
脱贫一户，致富一家”就业扶贫举措，成
效明显。截至目前，转移就业农村贫困
劳动力30043人，人均月收入3000元

以上，帮助9000余户贫困家庭脱贫摘
帽。

推动就业扶贫，帮助贫困人口提升
劳务技能是关键。该县在外出流动人
口较集中的广东东莞、广州花都等地，
依托驻异地流动党支部成立劳务协作
服务中心，借助当地培训院校开设周末
班、夜校等，为新田籍劳动力“送技
能”。先后举办电工、焊工等培训班90
余期,培训 4320 人次。陶岭镇李家村
贫困户李国生，参加新田县驻花都区劳

务协作服务中心培训后，拿到了厨师
证，成功创业。

主动为农业大户和农场提供金融、
税收、贷款等支持，建立农村劳务协作
就业扶贫基地，帮助贫困劳动力就近就
业。到目前，该县被认定省级就业扶贫
基地2家，市级就业扶贫基地5家。今
年，已新增就业人员500余人。

开发、普及“新田智慧就业”服务平
台，把最新的招聘信息及时传达给贫困
户。受新冠疫情影响，该县新隆镇野乐

村贫困户刘小艳没能外出务工。她通
过“新田智慧就业”在县工业园找到一
份月薪3500元的工作，县人社部门还
安排车辆“点对点”接送上下班。她对
这份就业顾家两不误的工作很满意。

积极开发保洁、保安等公益岗位，
帮助老、弱，病、残贫困人口脱贫。
2016 年以来，该县先后安置这类贫困
人员达2120人次。三井镇小坪塘村残
疾老人张新发被聘为村保洁员，每月有
了稳定的收入，全家生活得到改善。

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

复工复产
赶订单

4月13日，新田县工业园区
湖南德力重工有限公司，工人在
装配微型挖掘机。该企业自2月
20日复工复产以来，国内外订单
较多。为确保产品如期交付，企
业在抓好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
的同时，开足马力、加班加点赶
订单。

湖南日报首席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刘贵雄 摄影报道

厂房建设
促升级

4月13日，蓝山县经济开发区皮
具箱包科技产业园标准厂房二期项目
工地，施工人员在进行建设施工。该园
是蓝山县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推动皮具
箱包产业转型升级的全省100个重大
产业项目之一。今年来，该县组织施工
单位坚持防疫施工两手抓，推动项目建
设快速推进，目前厂房主体施工基本完
成，部分厂房已竣工投用。 杨雄春 摄

抓紧抓实产业扶贫 持续巩固脱贫成果

通道 扎实开展脱贫质量“回头看”

新田 就业扶贫助力脱贫攻坚
转移就业农村贫困劳动力3万余人，人均月收入3000元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