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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4月21日讯（记者 田育
才）近日，国家生态环境部通报 2020
年3月地表水考核断面水环境质量状
况排名，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中，张
家界市居全国第6位，创该市乃至湖南
省在这个榜单上的最好成绩。

碧水如玉，远山如黛。4 月 17 日，
在张家界茅岩河景区，永定区茅岩河
镇茅岗村村委会主任杨远胜高兴地对
记者说，这些年通过开展“退养还河”

环保专项治理，河里网箱拆除了，垃圾
清走了，才有了如今水清岸绿、鸟飞鱼
跃的美景。

据了解，近年来，张家界市牢固树
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积
极打好“碧水保卫战”，“一江碧水”成
为该市一张崭新名片。

为守护好一江碧水，张家界市大力
开展澧水流域治理，累计拆除大鲵保护
区内各种渔网、网箱100万余平方米，
退养禁养区规模养殖场30家、养殖专
业户551户。同时，重拳整治生产、生活
面源污染。加快市城区雨污分流管网、
污水收集管网建设，做到污水不直排、
垃圾不入河。全面推行河长制湖长制，
并在全省率先推行河流河段“河长+警
长”工作机制。今年一季度，该市16个
地表水考核断面水质稳定达到Ⅱ类。目
前，该市地表水水质达标率、重要水功
能区水质达标率均为100%。

在持续改善澧水水质的基础上，张
家界市还在澧水两岸合理布设滨水环
线慢行道，建设滨水滨岸小公园与亲水
便民配套设施等，让澧水河成为休闲好
去处，为群众创造更多亲水空间和更好
亲水体验。去年10月，该市被评为全国
13个“美丽山水城市”之一。

从“净水”到“美景”，家住张家界市
永定区南庄坪街道永康社区、63岁的张
老师感受很深，他每天都会到澧水河边
坐一坐，看看景、散散步。一路走来，河
岸葱绿，河中鱼儿游弋，他高兴地说：

“环境越来越好，日子越过越甜！”

湖南日报4月 21日讯（记者 张
咪 通讯员 刘爱明 文石金 何勇）近
日，位于株洲经开区（云龙示范区）的
株洲万达广场项目工地上，20余台挖
机、铲车、推土机齐上阵，抓紧平整场
地。该项目于3月上旬开工建设，总投
资约 50 亿元，预计明年 12 月竣工开
业。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该项目3月
9日取得立项批复，3个工作日内就办
好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这得益于
该区代办员主动服务，对接审批部门，
快速办理审批手续。

据了解，今年来，云龙示范区全力
开展“产业项目攻坚年”活动和“温暖
企业”行动，实行“项目推进专班制”

“项目审批代办制”“拿地开工同步制”
“施工环境清扰制”等4项制度，推动项

目建设大提速。
一个重点项目、一名专人代办、一

个审批流程、一套审批文件范本……为
推动项目快速落地建设，云龙示范区
推行“项目审批代办制”，组建一支专
业代办队伍，对全区49个市级重点项
目，提供全程无偿代办服务，变“企业
跑”为“政府跑”，着力打造项目审批

“云龙样板”。
对审批权限内已签订入区协议并

明确用地范围、规划条件，土地报批、
征拆已完成的社会投资工业项目，该
区推行“拿地开工同步制”，为其开辟
绿色通道，简化手续、容缺办理。对已
开工项目，实行“项目推进专班制”，两
个县级领导带领一个
工作专班，联系一组
项目，制定项目推进
方案，并及时协调解

决项目推进中的困难。同时，实行“施
工环境清扰制”，对影响施工环境的行
为及时处理，加速推进产业项目建设。

据悉，今年 1 至 3 月，该区已完成
重点项目投资15.89亿元，新开工重点
项目4个，包括国家数控系统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湖南分中心等。此外，云龙大
道快速化改造项目在加速推进，玉龙
路、云霞路等多个项目同时施工。同
时，抢抓机遇，全力发展智能制造、电
子信息等优势产业，力争今年完成招
商引资 200 亿元以上、实施重点项目
50个以上、完成重点项目投资80亿元
以上。

张家界3月地表水考核断面水环境质量居全国第六

“一江碧水”成新名片
云龙示范区4项制度推动项目建设大提速

打造项目审批样板

湖南日报4月21日讯（记者 鲁
融冰 通讯员 范晖）“秧苗底土太湿
的话，可提前一天起秧，否则容易粘
在插秧机喂秧盘上，影响作业。”4月
19日上午，在汉寿县岩汪湖镇，身穿
红马甲的县农业科普志愿服务队员，
为种粮大户黄小平解决了一桩烦心
事。这是该县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
动的一个场景。

自去年底确定为第二批全国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县以
来，汉寿县坚持县、乡、村三级联动，
成立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并在
乡镇、村（社区）成立相应所、站。同
时，组建以党员、干部为主体的“1+
8+N”志愿服务队伍，即成立汉寿县
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总队，以
及教育教学、农业科普、环境保护、
文体艺术、法治宣传、医疗卫生、社
会慈善、理论宣讲等8支专业志愿服

务队伍，若干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
的志愿服务队伍。

汉寿县各志愿服务队伍坚持以
群众需求为导向，开展形式多样的
文明实践活动。疫情防控期间，该县
各文明实践所、站 3 万多名志愿者，
协助村（社区）开展防控工作；党员
志愿服务队 148 人帮助企业复工复
产；农业科普志愿者服务队派出 20
多个农机服务小组分赴春耕生产一
线，还组织各蔬菜专业合作社向湖
北捐赠蔬菜近 100 吨；为确保学生
安 全 复 学 ，教 育 教 学 志 愿 服 务 队
1180 名教师志愿者联合蓝天救援
队，为全县各学校进行全面消毒。

目前，汉寿县已建立 477 支志
愿服务队，注册志愿者近 12 万人、
占全县人口 14.45%，形成了“志愿
服务有我、文明实践在我”的良好社
会氛围。

汉寿“红马甲”引领文明新风
全县建立志愿服务队477支

湖南日报记者 赵志高
通讯员 米承实 郑兴

4月15日上午，新晃侗族自治县步头
降苗族乡天雷村，脱贫户张显燕正在牛圈
里喂牛。

13头架子牛正在悠闲地嚼着青草，其
中一间牛圈还养着2头猪。

“如果没有党和国家的帮扶，我不可
能翻身过上好日子。”张显燕快人快语对
记者说，国家扶贫政策让他“赢回”了人生

“下半场”。
“老张去年常年存栏牛16头，前前后

后卖了90余头，赚了10多万元。”新晃侗
族自治县纪委监委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
谭成强介绍说，外表看他没有问题，其实
他是残疾人，左眼是人工佩戴的假眼。

今年54岁的张显燕，是当地响当当的
“牛哥”。他30岁不到时，靠养牛贩牛成致
富“明星”，可后来因赌博欠了一屁股债。夫
妻俩被迫外出打工还债，抚养一双儿女。

屋漏偏逢连夜雨。在外打工的张显燕
左眼患病，多次入院治疗未好转，2009年
被迫手术摘除眼珠。之后几年内，两口子靠
打工，好不容易还清债务，年迈的父母又患
病，不仅要分担医药费，还要床前服侍。

2014 年，张显燕一家被评为建档立
卡贫困户。

新晃是黄牛之乡，张显燕有技术。
2016 年初，驻村扶贫工作队给其加油打
气，鼓励重操旧业：养牛贩牛。这个想法与
老张不谋而合。

驻村扶贫工作队帮忙协调 5 万元小
额贷款，帮他建牛圈，购进 15 头黄牛，其
中10头母牛;流转10多亩土地种牧草。

“第一年，卖牛赚了3万多块，扶贫工
作队帮忙申报补贴2万多块，‘穷帽’一下
就甩掉了。”走出牛圈，在张显燕危改后的
新房堂屋，他笑着向记者算起了收入。

尝到甜头的张显燕扩大规模，第二年
常年存栏黄牛 20 多头，买进卖出 100 余
头，纯收入也翻了一番。

2018年3月，新晃纪委监委驻村扶贫
工作队进村后，确定了“大户带动、基地带
动、干部带动”的产业发展模式，张显燕被确
定为带动发展产业的大户之一，帮助村民分
析黄牛市场行业，手把手教授疾病预防。

如今，天雷村养牛贩牛户发展到 90
户，每年养殖黄牛 140 余头，贩牛近 800
头。2019年，张显燕被评为全省扶贫小额
贷款先进典型。

“不久前，扶贫工作队帮忙申报了15
万元的‘黄牛贷’，我准备进一步扩大养牛
规模，多养几头猪，争取纯收入突破 15
万。”张显燕信心满满地对记者说，让人生

“下半场”更精彩。

湖南日报记者 徐荣 肖畅
通讯员 陈冠军

从乘着“新湖南云”投入运营，到
战“疫”大考来袭，相隔不到10天。湘
乡市融媒体中心来不及“演练”，便一
头扎进“考场”。

“小枢纽，有大能量。”该中心负
责人吴国奇说，“这份‘考卷’，我们给
自己打95分。”

吴国奇在媒体行业已耕耘22年。
在这场宣传战中，这个“60后”湘乡汉子
带着一群“8090后”，连续3个月扑在新
闻一线，被同事调侃为“打了鸡血”。

95分的底气来自哪？
战“疫”一打响，该中心全体成员取

消休假，24小时在岗，利用端、网、微、
报、播、台等矩阵，全面解读抗击疫情的
相关政策，及时推介各种行之有效的防
控举措，积极宣传各条战线先进典型的
感人事迹，先后开设各种特色栏目20
余个，平均每天审发稿件60条（次），确
保“新闻不过夜、信息即时发”。

“大家都说中心是‘秃头部’，累
得头发少，忙得胖不起来。”该中心编
辑部主任编辑谭杨柳自嘲。

2月4日17时，湘乡市首位新冠
肺炎确诊患者治愈出院。端、网即时
刊发图文消息，提振大家信心。短视
频紧跟其后，展现医患真情。视频新
闻深入解读，探寻背后感人故事。整

个报道层层递进、立体丰满，全网点
击量达120万。

“除了‘常规动作’，我们更喜欢
‘自主创作’，给用户带来‘惊喜’。”该
中心创意产品部主任文帆是个“80
后”，他所在部门负责专题片、MV、微
电影等制作，疫情防控期间推出的

《逆风的力量》《爸爸去消灭病毒了》
等“融媒爆款”，被新华网客户端等多
家媒体首页推送。截至目前，该中心
在人民日报、人民网、新华网等央媒
发稿130余篇。

“既要云端飞行，也要贴地服
务。”吴国奇深知，作为基层媒体，离
百姓越近，就越有底气、越有力量。

疫情防控期间，该中心丰富新湘
乡 APP 功能，推出水、电、电信线上
自助缴费，让市民安心“宅家”；大屏
小屏互联互通，即时更新线上课堂，
让学生“停课不停学”；开设咨询求助
专栏，及时收集、解决民众诉求 270
余条；发起网上助农行动，帮销农产
品近30万元。

5分“失分项”又在哪里？
吴国奇毫不避讳地谈起自己的短

板：队伍建设还需加强，业务素质还有
很大提升空间；各新平台配合还要打
磨，以充分发挥个性和叠加作用……

冬去春来，“大考”还在继续。曾提
出“建设全省一流县级融媒体中心”目
标的湘乡融媒体中心，正在努力奔跑。

湖南日报4月21日讯（记者 张
佳伟 通讯员 杨坚 余达）4月20日，
新宁县召开“同心携手·共克时艰”金
融助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暖
春行动”政银企对接会，华融湘江银
行新宁支行、新宁县潭农商村镇银行
等10家金融机构和27家民营企业签
订融资合作协议，落实信贷资金 1.8
亿元、达成信贷意向2.1亿元。

受疫情影响，新宁县经济增速出

现下降。为帮助民企发展，该县出台
《金融助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暖春行动”工作实施方案》，为民企
和银行牵线搭桥。当地金融机构积极
响应，加大信贷投放、优化金融服务。

目前，新宁县金融机构共发放贷
款 5.4 亿元、授信 5.6 亿元；两家地方
法人金融机构还运用央行再贷款专
用额度发放贷款 6000 万元，保障企
业资金需求。

新宁“暖春行动”助银企对接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马如兰 陈煜

“朋友，你听说过‘传音’吗？”恐怕
大多数人的回答是否定的。4月20日
上午，记者在岳阳城陵矶综合保税区
遇见该区党工委副书记、区管委会副
主任宋振权，他也把记者给问倒了。

“传音”是啥？“是我们综保区正
在生产的一种手机，专门出口非洲。”
宋振权说。

记者冒雨赶往综保区湖南伟博
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公司一楼展厅灯
火辉煌，智能手机、透明屏、儿童手
表、智能手环、幼教机器人等产品琳
琅满目。

“我们生产的‘传音’手机，号称
‘非洲手机之王’，连续3 年稳居非洲
市场占有率榜首。”公司总经理王兴
辉告诉记者，去年5月，伟博智能入驻
岳阳城陵矶综保区，随即成为“传音”
的代工厂。

“为什么选择岳阳？”记者问。
“主要考虑岳阳政策好，生产要

素成本低。”王兴辉答道。

“招工方便么？”
“方便！上次我们扩招200人，综

保区半个月就给我们免费搞定！我们马
上要扩招800人，综保区也会支持。综
保区还为工厂提供供应链金融服务，提
升企业风险控制力与授信灵活度。”

在贴片车间，3条生产线上工人们
在有序作业。贴片、测试、组装、包装、成
品出货，完成整套工序需要100多名工
人。生产主管刘明明正在指导工人操作。

“为什么‘传音’在非洲大受欢迎
呢？”记者问。

“‘传音’拍照带有美颜功能，艺
术效果特别好，非洲朋友特喜欢！”王
兴辉说。

综保区管委会副主任许克军补充
道：“非洲部分地区信号不稳定，这款手
机一机四卡，可随时切换。‘传音’电池
容量大，音量也大，非常适合喜欢载歌
载舞的非洲朋友，可以当音箱使用。”

“预计今年产量多少？”
“现在赶制的还是年前的订单。

前天刚发走一批货。受疫情影响，目
前出口不太顺。今年预计能生产 500
万台。”王兴辉说。

小枢纽有大能量
——湘乡融媒体中心参“考”记

“牛哥”翻身日子甜 电池容量大，音量大，美颜效果特别好

“非洲手机之王”出岳阳

湖南日报 4月 21日讯（通讯员
郭慧稳 记者 颜石敦）近日，郴州市
首批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房
地一体确权证书发放仪式在桂东县
举行，桂东县沤江镇金洞村郭名标、
黄仁湘等39名村民领到证书。

郴州这次发放的证书，与以前农
房宅基地证不同，在“权利类型”一栏
标注了“宅基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
表明不动产权证是房地合一的。并从

权利人、用途、坐落等方面进行了细
致描述，并附有宗地图，明确了建筑
面积。

据了解，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
用地房地一体确权登记颁证，不仅是
对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
屋所有权进行确认和保护，更能赋予
广大农民群众更多财产权利。从此，农
村宅基地具有了法律意义上的“合法
身份”，为农民增收提供产权保障。

郴州发放首批农村不动产权证

水上练兵
4月21日，消防指战员在柳叶湖进行橡皮艇操作训练。当天，常德市消防救援支队

针对汛期特点，组建抗洪抢险突击队，开展水上救人、橡皮艇操作等水上救援大练兵，
提高消防指战员防汛救援的能力。 陈自德 摄

创新发展
4月21日，宁乡市磐龙安全技术有限公司，工人在生产七氟丙烷灭火剂瓶。近年，

该企业坚持走创新发展之路，自主研发、生产的气体灭火、排油注氮、防火卷帘等高新
技术产品，被应用于港珠澳大桥、国家超级计算中心、大兴国际机场等多个国家重点工
程。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通讯员 谭四喜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4月21日讯（张福芳
邹妹亭）近日，一家培训机构把一面
写着“新冠无情人有爱、减租助教显
担当”的锦旗，送到长沙市天心区暮
云街道西湖经济联合社，感谢该社为
租户减免了两个月房租。

复工复产以来，西湖经济联合社积

极响应政府支持企业、门店共渡难关的
各项扶持政策、措施，全力帮助辖区企
业、门店复工复产。前不久，该社主动减
免13个承租单位1个月土地、房屋租
金，其中因教育培训机构至今未复工，
再为两所教育培训机构额外减免1个月
租金，总计减免租金约90万元。

湖南日报4月21日讯（记者 沙
兆华）4 月 20 日，新田县枧头镇大观
堡村身患强直性脊柱炎的残疾人周
小梅，一大早就点开网络直播，帮乡
亲们带货。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
周小梅的电子商务服务站销售土特
产80余万元，乡亲们获利近10万元。
电商服务不仅使周小梅实现了脱贫
致富，还解决了村民们的“卖难”，加
快了全村增收脱贫的步伐。

近年来，永州市妇联大力实施巾
帼电商扶贫行动，与扶贫办、商务局等
部门联合开展电商培训，3年来培训了
约27万名贫困女性。引领女企业家、女

能人等积极打造“平台带网店、网店带
贫困户”的电商运营模式，为妇女群众
开展电商服务，指导她们在网上销售
农产品。目前，全市贫困妇女直接或间
接从事电商行业的达1.8万余名。

通过电商培训和创业孵化，永州
市妇联培育了一批巾帼电商能人，她
们发挥“头雁效应”，带动当地妇女脱
贫。道县的张智玲开设网店销售“道
滋味”产品，一年实现农产品线上销
售逾千万元。“万亩笑脸”电商业主葛
小梅在网上销售贫困户做的手工扫
把，帮助江永县和兴村110户贫困户
户均增收6540元。

永州妇联实施巾帼电商扶贫行动
一批电商女能人带动妇女脱贫

天心区“好房东”主动减租9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