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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湖南日报5月31日讯（记者 向莉君 通
讯员 欧志中 吴磊 张黎明）花垣县紧紧围绕

“搬得进、稳得住、能致富”目标，扎实做好易
地扶贫搬迁“后半篇文章”，设法帮助搬迁群
众就业。在“保证搬迁户每户有1人稳定就
业”政策支持下，全县5个易地扶贫搬迁集中
安置区1100多户群众实现安居乐业。

5月21日上午，记者走访了花垣县龙
潭镇、石栏镇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见一
栋栋整齐排列的新房极具苗族特色，房前
屋后的自留地种上了辣椒、黄豆、豇豆等。

在龙潭镇安置区旁湖南十八洞幸安

琪服饰有限公司，麻永红和工友操作缝纫
机，忙着制作棉服内胆。为解决安置区搬
迁群众就业问题，去年，龙潭镇引进了十
八洞幸安琪服饰有限公司。

“我以前在家里带孩子、种点菜，搬到
这里，我成了上班族，每个月最少有2000
元工资，还能照顾家里。”说起现在的生
活，苗家阿姐麻永红咧着嘴笑了起来。

据了解，为解决易地搬迁困难群众就
业问题，花垣县先后引进服装制造、工艺
品加工、电子产品装配等多家劳动密集型
企业，建设扶贫车间。

在石栏镇湘西七绣坊苗服饰文化有
限责任公司，50岁的麻金联正和同事赶制
手提包。脚踩缝纫机，手快速将材料折
叠、缝制，几秒时间，一个绣着苗族刺绣的
手提包制作完成。

2017年底，麻金联从石栏镇大猫村搬
到易地扶贫集中安置区后，就在苗绣车间
上班，靠着自己的手艺，每个月能拿到
2000 多元工资。“我不光搞苗绣，家里还
种了 8 亩茶。做苗绣加茶叶，3 月份我收
入1万多元。”麻金联说。

2017年，大猫村贫困村民陆续搬出后，

他们以土地、资金等入股，在搬出区种了
2000多亩茶叶，每户年增收6000元左右。

在石栏镇安置区，一排排崭新的二层
小楼大多关着门。“没人在家的，是到附近
上班或外地打工去了。这是龙凤文家，到
济南打工去了。”看出记者的疑惑，石栏镇
副镇长石兴胜指着一户人家说，去年，49
岁的龙凤文由县人社局输送到济南，从事
保安工作，月收入6000多元。

截至今年4月底，花垣县共有1012名
易地搬迁群众在外稳定就业，有400多人
在本地就业。

湖南日报5月31日讯（记者 黄柳英
通讯员 冯丽萍 梁坚中 周吉锋）5 月底，
雨水渐丰。在永州市冷水滩区花桥街镇
秀井头村，绿油油的青蒿蹿得约有一人
高。村民周顺羊挑着一担有机肥走到自
家青蒿地，麻利地松土、施肥。

2015年，在驻村帮扶工作队指导下，
周顺羊在村里率先种了5亩青蒿，当年收
益 6000 元。乡亲们看种青蒿收益可观，
纷纷加入。如今，全村青蒿种植面积达
265亩。2018年底，该村整村脱贫出列。

据了解，近年来，冷水滩区聚焦市场
需求，发展种植青蒿、桑叶、金槐、山苍子、
金银花等中药材，打造一条集种植、加工、
物流、销售于一体的中药材全产业链条。
创建道地药材现代农业产业集聚区，以高
科技工业园区为核心，统筹黄阳司镇、牛
角坝镇、普利桥镇等6个乡镇，种植中药材
5万余亩，年产3万余吨。同时，联动开发
万亩花海养生基地，实现生态和产业互
补。去年以来，该区引进、培育医药加工
龙头企业29家。永州星辰公司主产的青

蒿素进入全球基金青蒿素供应商名录，销
量占全国青蒿素细分市场25%、全球市场
约20%。

疫情防控期间，为突破物流瓶颈，冷
水滩区多维推动，统筹配套建设2家专业
化现代医药物流企业。其中，永州邦联
医药物流已实现物流网络市内全覆盖，
配送辐射广东、浙江、上海等 10 余个省
市。该区还跟进发展 15 个社会化服务
组织，结合线上平台直售和线下实体经
营，实现供需高效匹配。

目前，冷水滩区中药材产业年总产值
已达22亿元，直接带动1.9万人增收。中
药材产业聚集区内，农民年人均可支配收
入增至2.4万元，5500余名贫困群众顺利
脱贫。

湖南日报5月31日讯（记者 杨玉
菡 通讯员 蔡毅）“希望大家好好学习，
珍惜每一次超越自我的机会。每天坚持
运动，养成良好运动习惯。面对困难要
坚定信念，迎难而上。”5月31日，羽毛球
世界冠军龚睿那携益阳市羽毛球运动学
校学生，来到安化县东坪镇槎溪村，和当

地贫困儿童开展庆“六一”联谊活动。
这次活动由槎溪村对口扶贫单位益阳

市文旅广电体育局与益阳市羽校共同举
办。据了解，益阳市羽校是国家级重点羽
毛球训练学校和国家羽毛球训练基地，先
后培养了唐九红、龚智超、龚睿那、黄穗、包
宜鑫、贾一凡等奥运冠军、世界冠军，成就

了益阳市“羽毛球之乡”的美誉。作为从安
化县走出去的羽毛球世界冠军，龚睿那表
示，回到故乡与贫困儿童共庆“六一”，是为
了点燃他们的学习热情与运动激情，鼓励
他们努力突破自己，走出大山看世界。

“今天看到世界冠军龚睿那姐姐好开
心！她和我们拍照，给我们送来文具，还
鼓励我们发愤图强，早日成才。”槎溪村小
学六年级学生蒋梓轩表示，一定好好学
习，努力突破自己。

湖南日报5月31日讯（记者 李治 通
讯员 刘玉秋）今天，长沙市举行“儿童友好·
美丽长沙”庆“六一”主题活动暨“儿童友好·
美丽城乡”倡议书发布仪式，提倡全社会共
同树立“儿童优先、儿童平等、儿童参与”发
展理念，加快创建“儿童友好型城市”。

2015年，长沙提出创建“儿童友好型
城市”，并将其纳入《长沙2050城市远景

发展战略规划》，制定了《长沙市创建“儿童
友好型城市”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围绕“政策友好、空间友好、服务友
好”三个方面，以公共政策、公共空间、公共
服务、公共设施、公共保障为重点，推出创
建10大行动、42项任务，包括建设多个儿
童友好型校园、社区、公园，在公共场所设
置标准母婴室，举办多场儿童友好宣传推

广活动等。5年来，长沙基本形成“儿童友
好型城市”共建共享大格局，获得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肯定。

今年，长沙将升级优化“儿童友好成
长树”微信公众号，全力建设儿童友好社
区、乡村、企业、产业链。“儿童友好是全社
会的友好，是覆盖城乡的友好，是惠及每
个孩子的友好。”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党组书记陈晓阳说。

今天，长沙还举行了“寻找春天”大赛
颁奖仪式。大赛40幅入围作品将在长沙
规划展示馆展出，后期将进社区巡展。

湖南日报 5月 31 日讯（记
者 戴鹏 通讯员 杨欢 罗知远）
5月28日，醴陵市左权民兵应急
连120名基干民兵全副武装，受
命紧急拉动，在左权故居左家老
屋前进行庄严的点验仪式。醴
陵市人武部部长李云星介绍，这
是该市深入挖掘红色资源、发挥
民兵政治教育效能的场景之一。

当日上午 9 时，随着向集结
地点出发的命令，左权民兵应急
连全体人员携带装备，快速登
车，迅速向集结地左权镇左家老

屋行进。点验完毕后，民兵们依
次进入左家老屋参观，坚定献身
国防的崇高信念。

近年来，醴陵市人武部借助
当地红色资源，开展“高举红色
火炬、传承红色基因”系列活动，
激发广大民兵传承红色基因、矢
志保家卫国的内在动力。今年，
该市民兵应急连被命名为“左权
民兵应急连”，就是为了增强民
兵荣誉感，引导激励广大民兵自
觉传承红色基因，投身强军实
践。

湖南日报 5 月 31 日讯(记
者 成俊峰 通讯员 陈毅 李涛)

“非常感谢你们！医生说幸亏送
来及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5
月28日上午，衡阳市石鼓区青山
街道城管大队门口发生暖心一
幕，市民肖先生将一面写有“助
人为乐，情暖人间”字样的锦旗，
送到城管队员手中。

5月25日8时许，肖先生的岳
母宋奶奶在青山街道易赖街农贸
市场买菜后，行走至演武路段时，
因身体不适摔倒在地。当时，正在
值勤的青山街道城管大队队员尹
波、晏一鸣、王先祥见状，立即跑过

去将老人扶起。
尹波说，他们见老人还有一

些意识，急忙向老人询问其家人
的联系方式。同时，拨打120急
救电话。救护车赶到后，3 名城
管队员将老人护送上车，随后默
默离去。

“我醒来后，人已在医院。医
生说我晕倒是因为身体突发急性
病，幸好城管的3个小伙子及时救
助，不然会有生命危险。”老人得知
情况，坚持要女婿肖先生找到有

“救命之恩”的城管队员，当面道
谢。肖先生通过120救护中心，找
到了晏一鸣的电话。

扎实做好“后半篇文章”花垣

年总产值达22亿元，直接带动1.9万人增收

湖南日报5月31日讯（记者 余蓉）“加
油！加油！快一点！再快一点……”5月29日，
在孩子们的呐喊声中，长沙市雨花区砂子塘吉
联小学庆“六一”学生劳动技能大赛火热进行。

叠校服、剥蒜子、叠被子……孩子们日
常生活的“小事”被搬上赛场后，每一位选手
可都是铆足了劲。瞧！这剥蒜的速度可不
是一般的快啊！参加剥蒜比赛的1806班小
选手廖维通说，通过这次比赛，他发现剥蒜
子这种平常又简单的事情想要做好还真不
容易呢，需要细致和耐心。他说这次比赛让
他体会到了妈妈每天做家务的辛苦，以后他
会多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帮父母分担家务。

砂子塘吉联小学校长朱鸿雁说：“学校在这
个特殊的日子举行生活技能比赛，是想让孩子
在享受比赛快乐的同时，感受到劳动的辛苦，体
验劳动的乐趣。以劳增智，以劳促德，以劳健
体，以劳育美；让孩子们在劳动实践中提升能
力，收获感恩，幸福成长！”

世界冠军与贫困儿童共庆“六一”

提倡“儿童优先、儿童平等、儿童参与”

长沙加快创建“儿童友好型城市”

不一样的
“六一”庆祝会

左权故里“忙点兵”

城管队员救助老人

湖南日报5月31日讯（记者 邢玲 通
讯员 彭哲也 彭铖）“我和老伴都70多岁
了，上医院买药很困难，小区党员来家走
访后，揽下了为我们上门代购的任务。”近
日，益阳市资阳区汽车路街道领秀资江小
区居民侯建华告诉记者，小区成立党支部
后，积极引导小区党员为群众服务，帮群
众解决了不少难题。

据悉，资阳区已挂牌成立12个居民小
区党支部。各支部根据小区党员特长，组
建矛盾调解队、养生医疗队、家电维修队
等队伍，为小区居民提供家电维修、协调
邻里纠纷、困难帮扶、实现“微心愿”等志
愿服务。目前已成功调处纠纷26起，志愿

服务队领办服务37件，为小区居民免费提
供上门诊疗服务127人次，实现“微心愿”
139个。

资阳区委组织部负责人介绍，为进一
步压紧压实居民小区党建工作责任，该区
建立了小区党组织、物业行业党委、业主

委员会和居民代表等多方主体参加的联
席会议制度，实现党组织领导下的区域统
筹、条块协同、上下联动的小区自治体
系。并结合基层吹哨、部门报到工作，推
广实施机关党员到单位联点社区、居住地
社区“双报到”机制，定期到社区开展志愿
服务活动，持续提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水
平，着力推动服务群众质效向优向好。

小区建起党支部 为民服务“近一步”

湖南日报 5月 31 日讯（记
者 李曼斯 通讯员 王慧）14 年
前，一棵树苗落土，成为宁乡高
新区建设的开端，“建园先栽树”
在当时成为美谈；14 年后，触目
皆绿的园区里不见一根烟囱，

“无烟之城”逐渐名声在外……
昨天，在宁乡高新区创建生态工
业示范园区专家座谈会上，园区
绿色发展的故事被专家们津津
乐道。当天，中国生态文明研究
与促进会执行副会长李庆瑞、湖
南省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会
长周发源等专家，就宁乡高新区
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研讨。

记者了解到，宁乡高新区着
重 打 好 绿 色 储 能 产 业 链 发 展

牌。目前已集聚以比亚迪、杉杉
新能源、邦普循环、多氟多为代
表的先进储能材料产业集群，是
全省目前唯一形成了“上游材料
→锂电池正极、负极、隔膜、电解
液、包装辅助材料→电芯→锂电
池组装及应用→废旧电池回收
再利用”绿色完整产业链闭环的
园区。

“宁乡高新区正积极申报国
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将重点围
绕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环
境保护、生态建设等，提升园区
生态品质，努力打造经济高效、
产业低碳、环境友好的花园式工
业园区。”宁乡市委常委、宁乡高
新区党工委书记郑旗说。

把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开发建设全过程

宁乡高新区打好“绿色”牌

上图：5月30日，保靖县迁陵小学附属幼儿园，孩子们开心地放飞
自己绘制的风筝。当天，该园开展“手绘童年，放飞梦想”绘画活动，孩
子们拿起彩笔，发挥想象，进行主题创作，并放飞亲手绘制的风筝，喜
迎“六一”儿童节。 田燕凌 许春华 摄影报道

拥抱海洋 放飞童心
下图：5月31日，长沙海底世界，小朋友在家长的陪同下参加鱼王争霸赛。当天，该

景区推出“童心闹海洋”6大亲子主题活动，让家长和孩子们走进欢乐而幸福的海洋童话
世界，享受一次身心愉悦的亲子旅行。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陈俏 摄影报道

手绘童年 放飞梦想

冷水滩 打造中药材全产业链条

设法帮助易地扶贫搬迁群众就业

湖南日报5月31日讯（记者
蒋睿）“云”端招聘线上签约、“一人
一策”就业帮扶、校友联动推荐岗
位、开设就业辅导班……面对疫情
影响，今年来，湘潭市各高校从办
校特色、专业设置以及学生自身特
点等多方面考量，分类指导、精准
施策，力助应届毕业生就业。

5月29日，湘潭大学“职”耀梦
想就业指导月活动公开招考系列
讲座结束。为期5天的讲座吸引
600多名学生线上观看。据了解，
该校自2月24日起，启动3轮次大
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创业指导网
络教学，32名校内就业指导教师在
线指导，提供就业咨询，共有6200
余名学生参与。同时，学校与乔布
简历合作打造求职线上指导平台，

设立简历冲刺训练营和求职力提
升加油站，共有4230余名学生在
线学习。

作为教育部高校毕业生就业
状况布点监测学校，湖南科技大学
及时调整招聘模式，发布线上招聘
信息并跟踪求职情况，目前已开展
3 次线上双选会，累计参会单位
1288家，提供岗位6.5万多个，毕
业生参与1.1万人次以上。同时，
启用网签系统，让毕业生线上签订
就业协议。湖南工程学院对200
多名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按照

“一人一策”帮扶原则，实行名单制
管理，运用微信、短信等，有针对性
地推送就业岗位，每人发放就业补
贴1200元。截至5月30日，除6
名学生外，其余已找到就业岗位。

分类指导 精准施策

湘潭高校力助毕业生就业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毛拔群 彭世民

5 月 27 日夜，平江县“泊头
夜校”移师加义镇丽江村喻杰学
校电脑室。台上，“老师”讲得绘
声绘色；台下，“学生”听得津津
有味。

财政部驻平江扶贫队队员、泊
头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刘斌樑介绍，

“老师”范庆辉也是财政部派来的
扶贫队员、北大选调生，“学生”是
丽江、泊头村干部；授课内容是电
脑常用办公软件使用方法。

选个位子坐下，记者当了一
回“学生”，教者果然讲得深入浅
出、通俗易懂。

“每一场都很精彩。学员课后
争着请教，回家后还有微信交流。”
刘斌樑说，这已是第10期培训。

泊头和丽江是两个村。为何
“泊头夜校”选址丽江？“因为泊头
村没有电脑室，电脑培训课就改在
丽江举行。”刘斌樑说，“以往，丽江
干部也常去泊头听课。”

课后，记者随刘斌樑来到泊

头村村部二楼“泊头夜校”。楼
道里贴有 23 张“泊头村乡村影
院”海报，每张海报上都有电影
名称、放映时间和地点。

“泊头夜校”怎么成了“乡村影
院”？“这是一个‘二合一’模式，针对
不同对象，选择不同教学内容与手
段。”刘斌樑介绍，针对留守学生，主
要采用放映和讲座形式，授课时间
是周六或周日晚上；对于成年人，则
采取授课方式。有时候是刘斌樑、
范庆辉和财政部另外一位扶贫队员
王凯主讲，有时由本村致富带头人
或请来的专家主讲。内容包括法
律、市场经济和科学种养技术等。

听课的人多吗？镇扶贫专
干古平妃称，去年开班以来，共
有700多人次参与。

有收获么？“有！来之前，我
担心讲得太深奥。斌樑讲的都
是大白话，举的是身边的例子，
我还没听够呢！”老党员欧阳伦
兴对记者说。

“新时期的农村干部，一定
要用新思想、新文化、新技术来
武装。”刘斌樑说。

山村兴夜校 村民听课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