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2020年4月15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陈永刚 版式编辑 李雅文06

湖南日报4月14日讯（记者 张佳
伟 通讯员 杨坚 尹建国 李日康）崀山
百里脐橙花含苞待放，花苞里孕育着致
富希望。4 月 12 日上午，春光明媚，新
宁县金石镇白沙村脐橙园里，崀山优质
脐橙种植技术交流中心负责人李良海
正忙着指导果农们保花保果。

脐橙是新宁县的支柱产业之一，也
是贫困户脱贫“法宝”。近年来，新宁县
重视贫困群众的“造血功能”，探索“脐
橙+旅游+扶贫”模式，依托“脐橙”“崀
山”两大品牌，让贫困户吃上“脐橙饭”

“旅游饭”。
2019年，该县脐橙种植面积达46万

亩，年产量45万吨。受疫情影响，今年2
月，脐橙销售受阻。该县指导脐橙加工销
售企业复工复产，同时利用淘宝、京东等电
商平台以及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加大
崀山脐橙线上营销力度。进入3月以来，
平均每天外销脐橙6000吨以上，销售均
价每公斤9.74元，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
40%、6%，平均每亩纯收益 4000 多元。
2016年至2019年，新宁县4.92万贫困人
口通过发展脐橙产业稳定脱贫，占全县总

脱贫人数的52.4％。
今年初，新宁县摘掉了“贫困帽”。为

巩固脱贫成效，该县扩大脐橙种植规模，向
贫困户发放脐橙苗木12万多株，建立3个
标准化脐橙园，完成新扩2500亩。该县
安排专项资金286万元，用于脐橙老园提
质改造，按每亩2500元进行补贴，在金石
镇、万塘乡、黄龙镇等5个乡镇11个村，建
立高标准脐橙老园提质改造示范点，改造
面积1144亩；组织5个技术服务团队，为
脐橙种植提供技术服务。

“崀山旅游让我们村好多贫困户找

到挣钱的门路。我通过开办农家乐，一
年能赚10万多元。”崀山镇石田村村民
邹长亮开心地说，“现在疫情平稳了，生
意又火起来了。”

依托国家 5A 级的崀山景区，该县
推行“景区带村”模式，支持500多名贫
困人口创业，通过开办农家乐、民宿，发
展电商等方式，帮助他们增收；景区为
贫困户提供了大量酒店服务员、保安、
护林员等工作岗位。目前，“旅游扶贫”
已辐射该县80多个村，带动1万多人脱
贫。

湖南日报4月14日讯（记者 周俊
见习记者 龚雅丽 通讯员 廖丽娟）4月
13日，涟源市桥头河镇甘冲村贵粟种植
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新广正带着
10余名贫困户整修鱼塘。他告诉记者：

“我自己也曾是贫困户，在镇里的扶持
下自主创业，已与90名贫困户建立了利
益联结机制。”通过资金扶持、技术培训
和驻点帮扶，该镇有一大批贫困户变成

“土老板”。
今年是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收官

之年，涟源市通过巩固产业脱贫成效、

稳定产业奖补政策、促进就业帮扶、强
化跟踪扶持等“后招”，进一步建立健全
稳定增收长效机制，推动扶贫工作持续
开展。

涟源充分发挥新型经营主体带动
作用，实施“千企帮村、万社联户”行动，
因地制宜发展柑橘、蔬菜、油茶、中药
材、茶叶、“三黑”养殖等特色优势产业，
引导贫困群众更多参加生产经营。该
市完善带贫减贫机制，推广订单生产、
土地流转、就业务工、保底收购、生产托
管、股份合作、资产租赁等模式，进一步

扩大产业脱贫的覆盖面，确保每个有劳
动能力的贫困家庭都有一个以上产业
增收项目，每个无劳动能力的贫困家庭
都有一个以上资产收益增收项目。

强化扶贫劳务协作，帮助贫困劳动
力成为“上班族”。该市实行就业需求
和岗位需求精准对接，根据贫困户特
长、意愿等，提供“点对点”服务；依托辖
区内企业、扶贫车间、合作社等，扩大就
近就地就业，并通过技术培训、市场服
务等方式，帮助贫困户从“就业”向“创
业”转变；通过以工代赈等方式，动员更

多贫困群众参与扶贫项目、小型基础设
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项目建设，优
先聘用就业困难的贫困劳动力。

此外，涟源对半劳动能力贫困户，通
过公益性岗位、利益联结机制等帮扶措施，
增加收入。对无劳动能力贫困户，落细落
实低保、医保、养老保险、特困人员救助供
养、临时救助、残疾人扶持、资产收益等综
合措施，确保生活无忧。

目前，涟源已发展农产品加工企业
316家，龙头企业72家，专业合作社1360
个，带动贫困人口122064人发展产业。

湖南日报 4月 14 日讯（通讯
员 刘彬 记者 唐亚新）“智能门禁
真好用，扫码出入非常方便，在此办
公也更安心。”今天，在长沙高新区
某写字楼上班的张女士，对长沙市
公安局推出的“平安楼宇”智慧安防
系统赞叹不已。

写字楼人员密集、流动性大。
当前，随着全面复工复产，写字楼上
班人员剧增。传统的人员进出登
记，人工成本高，工作人员容易产生
松懈情绪，难以确保进出人员信息

的真实可靠，给疫情防控和治安管
理带来安全隐患。

为此，长沙公安全面推进“平安
楼宇”建设，将全市 172 家商务楼
宇、重点单位纳入其中。进出人员
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登录长沙“大
钥匙”管理平台，进行实名认证后，
便可通过平台手机扫码和电子钥匙
分享等功能实现门禁快速通行，既
降低管理人员的劳动强度，又保证
进出人员信息的准确性，进一步加
强了楼宇的安全管理。

湖南日报 4月 14 日讯（记者
徐德荣 聂沛 通讯员 王海滨）今天
上午，衡山县融媒体中心“中央厨
房”、“新衡山”APP正式上线运行，
开启了该县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新
征程。

2019年3月，衡山县融媒体中
心成立。中心立足“新闻+政务+服
务”，集策、采、编、发于一体，整合内
部刊物“新衡山”、FM101.5 电台、

“村村响”广播、高标清同步播出的
电视台、衡山手机报、“新衡山”
APP、“智慧衡山”APP、衡山新闻
网、新湖南衡山频道以及衡山电视
台微信公众号、微博等平台，初步形
成全媒体发力的新闻宣传新格局,
促进了新闻要素深度融合、报道资
源充分共享，实现一次采集、多种生
成、全媒传播，打通了基层宣传工作

“最后一公里”。

疫情期间，衡山县融媒体中心
“中央厨房”在试运行基础上，整合
资源，全媒联动，及时传播疫情信
息，回应群众关切。1 月 24 日至 4
月13日，衡山县融媒体中心充分利
用广播、电视、“村村响”、网络等多
种平台广泛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宣
传，共推发新闻、通告、公益广告和
各类防控知识近2.5万次。

“新衡山”APP 是衡山县融媒
体中心依托湖南日报社开发的“新
湖南云”数据资源和技术支持，整合
本地媒体资源，综合应用文字、图
片、视频、H5等多媒体手段，打造的
衡山党务政务移动APP，是了解衡
山、宣传衡山、推介衡山的重要平
台。“新衡山”APP设有首页、新闻、
视听、政务、服务等 5 个版块，向干
部群众提供政务、生活、社交传播、
教育培训等综合服务。

新宁：脐橙促脱贫 旅游稳增收
3月以来，平均每天外销脐橙6000吨以上，同比增长40%

发展农产品加工企业316家，带动12万余贫困人口发展产业

涟源：昔日贫困户 今天“土老板”

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

依托湖南日报社开发的“新湖南云”数据
资源和技术支持

衡山县融媒体中心“中央厨房”
和“新衡山”APP上线运行

长沙推进“平安楼宇”建设

4月14日，新田县新圩镇梧村，梧桐树生态农业食用菌
基地，工人忙着采摘黑木耳。近年，该县积极发展食用菌产
业，促进脱贫攻坚产业提质增效，带动群众持续增收。

湖南日报首席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钟伟锋 摄影报道

——扶贫印记

产业兴
促增收

湖南日报记者 邢玲 通讯员 曹波

4月14日一早，益阳市资阳区茈湖口
镇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沈兵便开着车往

“片”里跑。“我那个‘片’，还有100多亩机
插秧苗未下田，我得去看看。”沈兵说。

沈兵所说的“片”，是茈湖口镇育江村
的三合片。这是资阳区今年为发展粮食生
产，给这个区域取的一个新名字。该区严
格落实粮食生产四级路网三级责任制，全
区220名区、镇、村三级党员干部分片包干
负责全区四级路段 231 个网格，覆盖农田
面积12.9万亩，全力推进双季稻功能区集
中育秧和双季稻生产。三合片便是其中的
一个网格。

沈兵在三合片一集中育秧点附近刚停
下车，村民唐双喜便迎了过来：“沈‘片长’，
你来得正好，帮我看看这秧苗还有几天可
以下田？别人的田都种了，我可不想落后
呢。”

沈兵笑了：“按这个长势，你这 6 亩秧
苗，在4月20日之前下田就可以了。最近
几天气温高，尤其要注意揭膜降温。”

“那芽谷已经下泥的，又要注意什么
呢？”从旁边经过的村民黄铁飞停下脚步。

“青苗长出3到5片叶子时，尤其要注
意控水。遇到强对流天气，也要注意及时
排水。今后你还有什么疑问，可以随时给
我打电话。”沈兵说。

自己种田，经常得到专家的指导，黄铁
飞很高兴。去年，他流转的62亩农田中25
亩种了一季稻。今年区里、镇里、村里鼓励
大家“单改双”，他便全部改种双季稻。“听
国家的话，还会有错？”他笑呵呵道。

告别唐双喜和黄铁飞，沈兵又沿着田
埂巡回检查起来。芽谷出了青苗的长得好
不好，田里面的水量是否合适，这都是他关
心的事。一圈下来，已到中午。沈兵满脸
笑容回到车里：“三合片 820 亩农田，今年
全种双季稻，比去年增加 120 多亩。现在
已完成早稻种植 700 多亩，剩下的近几天
可全部完成。”

资阳区农业农村局负责人介绍，今年全
区早稻种植面积25.6万亩，比去年增加4万
亩，增长18.5%。全区双季稻率达89.3%。

“今年全种
双季稻”

湖南日报 4月 14 日讯（记者
张颐佳）今天，长沙市召开湘江保护
和治理工作推进会。会议发布了长
沙市湘江保护和治理第 3 个“三年
行动计划”实施方案，明确到 2021
年底，长沙“一江一湖六河”（湘江、
团头湖、浏阳河、捞刀河、沩水河、靳
江河、龙王港、沙河）国家、省、市级
考核断面水质稳定达到或优于Ⅲ类
标准。

近年来，长沙市牢牢把握长江
经济带建设“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
发”总要求，始终把湘江保护和治理
作为“一号重点工程”来抓，综合施
策、调治并举，推动湘江保护和治理
向 长 沙“ 一 江 一 湖 六 河 ”延 伸 。
2019年，长沙市26个国、省控监测
考 核 断 面 水 质 优 良 率 首 次 达 到
100%，“一江六河”水质创有监测记
录以来最好水平，其中，浏阳河入选
全国17条示范河湖创建名单。

此次发布的 3 年行动计划，明

确了 6 大目标任务，其中包括全
市城市集中饮用水水源水质全部
达到国家标准；重点行业金属排
放量比 2013 年下降 12%以上；长
沙 市 湘 江 流 域 用 水 总 量 控 制 在
40.2 亿立方米以内，万元工业增
加值用水量控制在 29 立方米以
内；县级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基
本消除、基本实现污水管网全覆
盖，污水全收集、全处理；小型集
镇污水处理率达到 88%，城乡垃
圾 收 集 分 类 处 理 系 统 基 本 建 成
等。

长沙市将通过持续改善流域
水环境质量、持续巩固重金属污
染治理成效、优先保障饮用水水
源安全、实施最严格水资源保护、
加强水生态治理和修复、全面开
展农业污染治理、强化城市生活
污染防治、深入推进工业污染防
治、持续强化交通污染防治等 9 大
方面的举措确保目标实现。

6大目标9大举措
长沙市发布湘江保护和治理第3个“三年行动计划”

湖南日报4月14日讯(记者 蒋
茜 通讯员 何春华 欧宇馨)4月14
日，记者从永州市工信局获悉，永州
稳步推进5G移动通信基础设施建
设，今年将新建5G基站1600余个，
并在通信、医疗、工业制造等领域积
极推广5G技术应用。

为加快5G网络建设，永州市出
台《永州市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
能力提升三年行动方案》，明确全市

各区县5G网络的时间表、路线图和
责任单位，并将5G基站站址、机房、
管线等配套设施纳入市政基础设施
专项规划。2020 年，全市将新建
1600 余个 5G 基站，总投资 4.5 亿
元，其中冷水滩区 548 个、零陵区
313个、永州经开区46个。到2023
年，将建成5G基站6000个以上，实
现全市中心城区、县城和工业园区
基本覆盖。

永州将新建1600余5G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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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雷鸿涛
通讯员 何乐川 蒋杰霖

4月中旬，记者来到会同县广坪镇
吉朗村罗汉果种植基地，只见工人们正
在藤网架下除草，松土，施肥，对罗汉果
幼苗进行培管。

眼前正在指导村民劳作的男子叫
黄爱民，是怀化鹰嘴界方舟生态农牧有
限公司董事长。他说：“我们流转 270
亩土地，优先请贫困户来务工。”

家住会同县团河镇
官舟村的黄爱民，是一名
退役军人。2018年，他带
领会同 35 名退役军人投
资 300 万元，创办罗汉果
种植基地。

黄爱民1992年参军，
2015 年转业。转业的时
候，黄爱民说服妻子，放
弃在省直机关工作的机
会，回乡创业。

会同是全国重点生
态功能区。“好山好水，一
定 能 产 出 优 质 农 特 产
品。我们一定能给村民
找到增收致富的路子。”

抱定这样的信念，2015年，黄爱民以自
主择业安置费和积蓄作为启动资金，开
启了“新农人”生活。他首选乌骨鸡、黑
花猪、肉牛等养殖，并创办了公司。

2016 年初，黄爱民的养殖业初具
规模，待出栏的谷子鸡就有 3000 多
羽。由于缺乏市场营销经验，销路没有
畅通，资金不能及时回笼。“有福不享，
自找苦吃。”老父亲埋怨说。

黄爱民想：自己是个老兵，岂能打
退堂鼓？为打通销路，在战友帮助下，
2017 年 5 月，黄爱民在长沙的第一家
餐饮店“爱上食楽湘”开业。由于食材
优质过硬，餐饮店很快站稳脚跟，并形
成品牌。

产销联合作战，资金活了。黄爱民
通过公司带动官舟村民发展特色养殖，
乌骨鸡养殖规模一年出栏 5 万余羽。
他的“ 爱上食楽湘”也由1家发展到现
在3家，年营业额3000余万元。

2017 年八一建军节，黄爱民与战
友们聚会。大家寻思着，虽已转业，能
否一起再上“战场”，为社会做点贡献。
经考察调研后，2018 年，黄爱民牵头，
带着35名退役军人创建罗汉果种植基
地。吉朗村罗汉果种植基地负责人邹
海常介绍，基地融罗汉果育苗、种植、加

工销售及淡水鱼养殖于一体。
基地一大特色，就是实施“军事化”

管理。30余人的创业团队视为一个连
队，连下设一、二、三排，每排下面各设
三个班，一一对应生产基地各自管理责
任区。

“尝试‘军事化’管理，一是促使
基地管理规范化，提高工作效率；二
是时刻提醒大家是退役军人，要有责
任担当。”黄爱民说，基地按照“党支
部+公司+基地+农户”统筹管理经营
模式，实现一条龙服务的利益共享联
接机制。

“家门口有事做，照顾家庭和务工
增收两不误。”正在基地务工的村民宋
林霞乐呵呵地说。她流转 1 亩多土地
参与罗汉果种植，年收入土地租金近
1000元，一个月工资有2000多元。

“我们基地去年亩产纯利5000元
以上。每年除支付近20万元土地租金
和 50 余万元劳务费外，还可确保吉朗
村扶贫户保底分红，直接帮扶建档立卡
贫困户 79 户 259 人增收。”邹海常说，
基地还带动周边农户种植罗汉果1000
余亩，辐射广坪、团河、若水等多个乡
镇，创办的加工厂年加工罗汉果600万
个。

退役军人黄爱民带35名战友创立产业基地——

扶贫战场再冲锋

4月13日，洪江市体育中心建设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加紧楼顶防水铝板施工作业。随
着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该市坚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有序推进各项重点
工程建设。 杨锡建 摄

项目建设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