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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

湖南日报4月23日讯（记者 奉永
成 通讯员 郑莉）今天，汝城县长洞村
贫困户朱冬友正在“蜂房”照看140箱
蜜蜂，突然家里来了一群“陌生人”。

“今年疫情和当前雨季对养蜂影响大
不大？”面对“陌生人”的询问，朱冬友
如实回答：“影响不大，今年收入预计
要比去年高。”

来到朱冬友家的这群“陌生人”正

是汝城县脱贫质量“回头看”工作组的
工作人员。从3月至6月30日，我省在
全省 133 个有扶贫任务的县市区（管
理区、经开区）开展脱贫质量“回头
看”。以 2019 年底建档立卡信息系统
数据为依据，对2014年以来的已脱贫
户、未脱贫户、边缘户及特殊困难群体
和贫困村开展“回头看”，严把脱贫质
量关。

当前，脱贫质量“回头看”正在全
省范围如火如荼地展开。有扶贫任务
的县（市区）全部制定了“回头看”方
案，安排力量，对照省里制定的指标体
系，对所有已脱贫户、未脱贫户、边缘
户及特殊困难群体和贫困村开展拉网
式全覆盖调查排查，梳理问题，列出清
单，拉条挂账，边查边改。

沅陵县近万名结对帮扶人进村

入户，帮助 35519 户贫困户逐户制
订增收计划和措施，围绕“两不愁三
保障”开展脱贫攻坚质量“回头看”，
帮助产业农民和企业推销滞销农产
品，掀起脱贫攻坚新高潮。祁阳县
逐村逐户逐项排查，对排查出来的
问题短板即时整改。一季度，祁阳县
已实施改水 8125 户，实施改厕 3355
户。

不漏一村一户一人

湖南脱贫质量“回头看”深入推进
对所有已脱贫户、未脱贫户、边缘户及特殊困难群体和贫困村开展拉网式全覆盖调查排查

湖南日报4月23日讯（记者 莫成
通讯员 易果）“去年最高卖到每克
350 元，今年争取卖到 500 元！”4 月
21 日上午，保靖县吕洞山镇黄金村
种茶大户、“黄金二号茶”创始人向
天颂一边炒茶，一边和记者聊起其

“茶经”。
黄金村是保靖黄金茶发源地，这

里常年云雾缭绕、雨水充沛、土壤肥
沃，是茶树生长的黄金地带，所产黄
金茶素有“一两黄金一两茶”之美誉。
该村用足资源优势，全村种茶面积达
到 2.2 万亩，去年种茶收入达到 1.18
亿元，成为远近闻名的“亿元村”，村
里 267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靠种茶全
部稳定脱贫。

据了解，保靖县先后出台“发展
脱贫产业帮扶方案”“建档立卡贫困
户产业发展项目奖补资金管理办法”
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因地制宜发展扶
贫产业，明确产业布局、政策支持、奖
补标准等，全力打造以“两茶一果”

（黄金茶、油茶、柑橘）为主导的特色
产业。按照“一县一特”“一特一片”的

总体规划，分类指导，因户施策，确
保乡镇、村有稳定脱贫的主导产业，
建档立卡户有稳定脱贫的当家产
业，实现“户户有增收项目、人人有
脱贫门路”。

2014 年至今，保靖县累计投入
产业扶贫资金10.7亿元，累计实施产
业扶贫项目 1341 个，覆盖贫困户
400643人次。截至当前，该县种植保
靖黄金茶11万亩、柑橘15.6万亩、油
茶4.9万亩。该县还发挥当地优势，发
展优质稻、蔬菜、烤烟等近 20 万亩，
累计带动4.3万余名建档立卡贫困群
众稳定脱贫。目前，全县 160 个行政
村均建立了产业扶贫合作社，做到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对行政村全覆盖；
9276户有产业发展能力和意愿的建
档立卡贫困户，全部与新型经营主体
建立了利益联结机制，占全县贫困户
总数45.18%。

如今，沿河种植的柑橘，环山栽
种的茶叶与油茶，成为保靖县一道靓
丽风景。以前的荒山滩涂，逐渐变成
保靖人脱贫致富的“金山银山”。

湖南日报4月23日讯（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吴计强 彭胤武）记者今天从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获悉，由该厅主办的

“优秀农村住房设计方案”征集和评选
活动“端出”百例优秀方案。该活动旨在
贯彻落实《湖南省农房建设管理办法》，
推动农房设计下乡，提升农房设计水
平，并减轻农户设计费用负担。

本次活动面向全省征集了农村住
房设计方案336例，经过专家初步评审，
确定了优秀方案100例。公众可为最喜
爱的设计方案投票（扫文末二维码，可
查看全部设计方案并投票）。同时，活动
面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公众如对设计
方案有修改意见和建议，可与省住建厅
联系，联系电话为0731-88950274，联
系邮箱为jzsiy1@hnadi.com.cn。

省住建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农村住
房设计方案征集过程中，坚持集约节约
用地、彰显湘派民居特色的原则，注重
引导一户一宅、控制建房层数和面积、
实行建新拆旧，为刷新乡村“颜值”作出
贡献。投票活动结束后，将编印新版《农
村住房设计 100 例》（暂定名）上传至

“湖南住建”公众号和省住建厅门户网
站，供社会公众免费下载使用。

湖南日报4月23日讯（记者 陈淦璋
欧阳倩 通讯员 杨爽）我省不少地方
的高铁站周边，商业发展冷热不均的
现象比较突出。如何把高铁站庞大的
人流转化为新的商业增长点？今天，位
于长沙高铁南站板块的绿地长沙城际
空间站，举行首批品牌签约入驻仪式，
将引进包括星级酒店、进口超市在内
的酒店业态集群。

绿地长沙城际空间站于2018年4
月落地长沙高铁板块核心区。绿地集
团持续发挥世界500强企业的资源整
合能力，快速推进项目建设。

此次签约入驻的首批 12 家品牌
商，按照五星级酒店、星级酒店、品牌

商家的归类，分3轮与绿地长沙城际空
间站进行签约。其中，绿地铂瑞酒店作
为长沙高铁板块第一家五星级酒店，
拟投资4亿元。同时，湘府国际酒店、延
年酒店、维珍天使酒店、全季酒店、丽
枫酒店等星级酒店强势入驻。隶属于
绿地全球贸易港集团的G-super进口
商品直销中心，以及城市商业综合体
项目“绿地缤纷城”也将入驻。

绿地集团副总裁、湖南事业部总
经理任虎介绍，长沙城际空间站是绿
地入湘以来的第十个项目，今后将与
长沙市雨花区继续深度合作，共同打
造颇具规模的高端酒店集群，为长沙
高铁南站板块塑造全新的商业形象。

长沙高铁南站板块
崛起高端酒店集群

首家五星级酒店签约入驻

湖南日报4月23日讯（记者 黄利飞
通讯员 高芳）“2020年，公司将利用外
延扩展带来的业务机会，做大做强优
势业务板块。”4 月 21 日，在永清环保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上，永清环保董
事长马铭锋表示，公司将以全产业链
发展优势，打造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综
合环保平台。

目前，永清环保全产业链布局态势
良好，公司土壤修复、运营、环境咨询、
大气污染治理和新能源等业务稳健前
行。其中运营、危废板块业务收入持续
增长，为公司提供了稳定的现金流。

数据显示，2019 年，永清环保实
现营业收入 6.72 亿元，实现净利润
5673.08 万元，同比扭亏为盈。今年一
季度，公司业绩延续增长势头，预计实现
净利润 1374.92 万元至 1649.90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50%至80%。

今年以来，永清环保加快了外延
式扩展步伐。2月公告拟收购昌明环保
51%股权，进入医废处置细分领域；3
月拟收购华环检测100%股权，延伸布
局前端环境检测业务；4月拟收购康博
固废 70%股权，进一步夯实公司固体
废物处置业务的技术积累。

加快外延并购，提升全产业链发展优势

永清环保打造具有竞争力的
综合环保平台

湖南日报4月23日讯（记者 沙
兆华 通讯员 唐绍国）4月22日，“湘
助残”APP运行签约仪式在省残联举
行，标志着我省志愿助残服务即将开
通精准的供需对接平台，届时残疾人
可就近获得志愿服务。

我省有各类残疾人 408 万，是一
个数量众多、特别需要帮助的群体；全

省目前网络注册志愿者超过千万人
次，注册志愿服务组织（团队）达 2.4
万余个，很多志愿者和志愿团队都以
助残为服务宗旨。“湘助残”APP将在
志愿者和残疾人之间搭起桥梁，使助
残志愿服务更加精准、及时、有效。

据悉，“湘助残”APP由湖南艺术湖
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免费开发及运行，

APP后台连接“湖南志愿服务网”，拥有
强大的网络志愿服务支撑。省残联相关
负责人表示，“湘助残”APP将于5月中
旬正式运行，残疾人实名注册后，可以
发出“点单”式志愿服务需求信息，由附
近的志愿者或志愿团队“接单”，提供力
所能及的帮助。残联和志愿服务组织也
可在APP上发布助残志愿活动信息。

湖南日报4月23日讯（记者 施
泉江 通讯员 刘文雄）“没想到当民兵
还可以享受到如此待遇，门票都不用
买了，以前进去一次都要 80 元……”
4 月22日上午，家住衡山县开云镇的
基干民兵汤绍思来到该县白果镇花果
山景区游玩时，向工作人员出示了一
下新办的民兵“优抚卡”便直接进入了
园区。

近日，衡山县人武部联合工商
银行衡山支行举行民兵“优抚卡”

首发仪式，利用训练间隙现场为 30
余名基干民兵办理“优抚卡”，这
也是我省首次针对民兵发放“优抚
卡”。

据了解，民兵“优抚卡”是工商
银行衡山支行向工商银行湖南省分
行申请，专为民兵定制的提供专享
金融服务、专属金融产品和专有主
题活动的银行卡。该卡与现役军人
保障卡的金融功能相近，享受免收
工本费、年费、小额账户管理费、银

行转账费及跨行 ATM 取现手续费
等优惠，同时还具备专属理财、刷卡
消费等多种金融功能，并具有免费
乘坐县城公交车、免门票游览该县
旅游景点等功能。

“要趁衡山县争创全省双拥模范
县城之机，出台实际举措关心关爱民
兵预备役人员，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
暖，激发他们的自豪感和荣誉感，在全
社会营造拥军优属的浓厚氛围。”该县
人武部政委石斌欣表示。

湖南日报4月23日讯（记者 刘永
涛 通讯员 杨林 曾维军）抢农时，春种
忙。4月22日，湖南正清制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位于中方县陈家湾村的中药
材种苗繁育基地一片忙碌，工人将数万
株青风藤苗装杯移出温室，运往沅陵、
中方等地栽种，加快打造国内最大的青
风藤种植基地，未来3至5年从根本上
化解公司制药原材料紧缺的局面。

“今年培育青风藤苗30万株，夯实
正清中药全产业链基础，带动一批农
户增收。”正清制药董事长吴飞驰介
绍，公司主导产品正清风痛宁，由青风
藤根茎中提取的植物单体青藤碱加工
而成。此前青风藤收集主要源自野生
资源，随着正清风痛宁产品市场需求
量大增，野生资源供给受限，人工大规
模种植青风藤势在必行。

正清制药已在沅陵筲箕湾镇流转
山地570余亩，用于青风藤和黄柏等中
药材种植。未来计划发展种植栽培基地
10万亩，带动上万农户稳定增收致富。

作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
业，正清制药以药品为主体，往下游延
伸为医疗，往上游延伸为种植、大健康
产业，打造中医药全产业链，实现企业
整体价值的大提升。该公司已建成雪
峰山鱼腥草种植基地、灵芝种植基地
等，推动形成青风藤、雪峰山鱼腥草、
灵芝等为主导中药材的产业集群。

正清制药专注于中药制药研发
生产，拥有发明专利授权 53 项，开发
了正清风痛宁缓释片、灵芝口服液等
多个国家级新药，正清风痛宁产品研
究成果荣获 2012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
二等奖。

培育青风藤苗30万株，带动一批农户增收

正清制药夯实中药全产业链

农村住房设计
优秀方案100例出炉

公众可为最喜爱的设计方案投票；对设计方案
有修改意见和建议，可与省住建厅联系

4月22日，工作
人员对益阳北港长
河渔光互补光伏电
站设备进行检查。该
工程位于沅江市，由
中国能建浙江火电
承建，于2019年底
投产。安装光伏组件
近28万块，装机容
量100兆瓦，水域面
积约2200亩，水域
岸线长约8公里，是
目前国内漂浮物最
长的渔光互补光伏
发电项目。

汪开敏 摄

漂
浮
的
电
站

发展黄金茶、油茶、柑橘31.5万亩

保靖“两茶一果”
富百姓

湖南日报4月23日讯（记者
王文）上周，长沙市新建商品房
供需强力反弹，迎来“银四”。
0731 地产研究院数据显示，
4 月 13 日至 19 日，长沙市商
品房供应面积大幅回升，总计
供应 72.55 万平方米，环比增
长69.83%。

成交方面，长沙市商品房
上周成交面积有所回升，共成
交 43.66 万平方米，环比增长
15.38%。其中，商品房住宅成
交面积继续保持上升态势，总
计成交 37.66 万平方米，环比
增长17.10%。

0731 地产研究院分析指
出，供销方面，上周长沙市新
建商品房供需迎来强力反弹，
尤其是供应方面，商品房供应
环比增长近七成，预计下周供
需增长仍将保持较高水平。

一县一特 一村一品 一户一业

泸溪特色产业稳脱贫
湖南日报4月23日讯（记者 李

孟河 通讯员 向晓玲 向民贵）4 月
22日，记者走进坐落在沅水河畔、依
山傍水的泸溪县武溪镇黑塘村狮子
山葡萄沟，只见漫山遍野的葡萄藤长
出了花蕾，在春雨滋润下含苞待放。
果农们戴着斗笠干得起劲，除草、翻
地、施肥……

狮子山葡萄，是武溪镇特色产业
一块品牌。黑塘村村民杨新勇以前住
在土房子里过着穷日子，如今他成了
狮子山葡萄种植大户。他笑着对记者
说：“多亏县里和镇里，帮我们引进种
苗发展葡萄种植。去年，狮子山葡萄
收入超 300 万元，带动近 60 户贫困
户增收。”

据了解，近年来，泸溪县大力推
行“党建+产业+扶贫”机制，按照“支
部引路、党员带路、产业铺路”模式，
因村制宜，陆续推进泸溪椪柑、油茶、
辣椒等特色产业发展，先后建成“一
县一特、一村一品、一户一业”产业园
100多个，发展椪柑26万亩、油茶18
万亩、辣椒 5 万亩，实现村村有脱贫
产业、人人有增收门路。

黑塘村发展葡萄种植业，目前葡
萄种植面积已达 5000 多亩，并建成

了集采摘、餐饮、观光、精品民宿于一
体的四季生态旅游休闲观光精品园，
带动全村 182 户 658 名贫困村民脱
贫。该村狮子山葡萄沟还成了全省五
星级乡村旅游区。

同时，泸溪县积极开展“迎老
乡、回故乡、建家乡”活动。目前，已
引进 1629 名优秀乡土人才回乡创
新创业，培育党员致富带头人 556
名，创办龙头企业 12 家、致富项目
269 个、家庭农场 208 家。争取省里
资金 600 多万元、县财政配套 220
万元，大力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打
造了大陂流村螺丝椒育苗、岩门溪
村脐橙等大批发展前景好的特色产
业。

去年，泸溪县有 21 个贫困村出
列，2954户10233名贫困人口脱贫，
被评为全省精准脱贫攻坚先进县。

今年 3 月初，经省政府批复同
意，泸溪县实现整县脱贫摘帽，全县
贫困发生率由 5 年前 35.6%下降至
0.61%。为巩固脱贫成果，该县克服疫
情带来的不利影响，大力开展“回头
看、回头帮、回头查”，补短板、强弱
项，对标对表攻难点，确保全县稳定
脱贫、长期脱贫不返贫。

“湘助残”APP搭建供需对接平台

残疾人可就近获得志愿服务

我省首发民兵“优抚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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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孟姣燕
通讯员 向晓玲 彭浩

4月22日，泸溪县潭溪镇新寨坪村
游人攒动，停车坪上停放着吉首、怀
化、铜仁、重庆等地的自驾车。

“在古树葱葱的山里，住特色民
宿，赏非遗文化，真是惬意！”来自怀化
的自驾游客郭先生说，没想到名不见
经传的新寨坪村，藏着这般韵味山水
和民俗风情。

苍翠的云松垂下长萝，山风猎猎，
头顶滚过阵阵松涛。新寨坪村有古树
500余株，树龄800年以上的有100余
株，是湘西州古木集中、资源种类众多
的原始生态宝地。

新寨坪村是“中国少数民族特色
村寨”“中国传统村落”，但基础设施薄
弱，农舍年久失修。今年，“中石化-百美
村宿”民宿项目落地新寨坪村。中国石
油化工集团与中国扶贫基金会援资

3330万元，打造乡村文旅融合扶贫项目。
游客接待中心、景观画廊、非遗工

艺作坊、中心娱乐场所、7栋新建民宿、
13 栋改造民居……目前，老屋场的环
境大变样，深山苗岭建起了特色民宿。
新寨坪村现在开发有苗家木屋客栈、
老屋场古树群、生态康养基地、休闲垂
钓游玩区、非遗产品展示销售与体验、
宗教庙会活动、观景台等旅游项目。

新寨坪村的民族文化独特，有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湘西木雕
和苗族舞狮舞龙、苗族山歌、苗族武
术、写雀儿字等。全村有传统木屋 120
多栋，其主体结构全部由榫卯拼合而
成，不用一颗钉子，屋顶青瓦覆盖，窗
户雕花生动美观。

非遗“湘西木雕”传承人符自元，是
土生土长的新寨坪人，被誉为湘西木雕
工艺大师。他在村里设立非遗体验馆，
为游客提供雕刻加工木雕的游玩项目，
同时授徒上千余人，带动村民就业。

深山苗岭 诗画民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