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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民贵 胡大刚 袁绍仁

年逾五旬的刘纯兴,现任泸溪县湖
南锦锋市政建筑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
长、泸溪县第九届政协委员。

扶贫济困结硕果。2017 年，湖南
锦锋市政建筑公司荣获湘西州“千企
联村”精准脱贫行动十佳示范单位；
2019 年，被湘西州委、州政府评为“社
会扶贫先进集体”；2019 年，被泸溪县
委、县政府授予“泸溪县社会扶贫众筹”
等荣誉。

攻坚克难筑富道

“我们公司董事长虽然资产过亿，
却不开豪车、不戴名表，过着普通人生
活，常步行上班。”锦锋公司员工们异口
同声说。

出生在泸溪县武溪镇桥东社区的
刘纯兴，他下面有5个弟妹，白天上学，
放学回家既要干农活又要照看弟妹；
1977年,他初中毕业，考上县一中，因家
境贫寒辍学。

干过农活、挖过煤矿，月薪 120 余
元，尝过生活艰辛的他，深知赚钱不易，
要过好日子，就要奋力拼搏。

1989 年，泸溪县白沙新城破土动
工，刘纯兴加入县城建筑施工队伍，从
一名临时工做起，在工地上摸爬滚打。

1993 年，刘纯兴邀约乡邻 30 人，
成立建筑施工队，由他担任队长，承包
城建运输等。由于为人诚信、工作卖
力，建筑商家纷纷把建筑项目承包给
他。

“施工快、质量好、重诚信。”建筑商
对刘纯兴的施工队评价颇高，也正是那
时，他渐渐声名鹊起，收益一路飙升。

2009 年 5 月，刘纯兴创办泸溪湖
南锦锋市政建筑有限公司，任董事长，
注册资金 6018 万元，净资产达 10359
万元。

“幸福生活是干出来的，苦干是宝
贵的财富。”刘纯兴常告诫员工。

党建引领企业兴

“我能有今天的成就，过上幸福生
活，要感谢党组织和党的好政策，在每
次的党员会上，刘书记都这样告诫我
们。”公司支部党员张伟说。

作为一名有 33 年党龄的老党员，
刘纯兴始终铭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回
报社会。

2016年刘纯兴主动提出申请成立
党支部，并任党支部书记。支部党员从
成立之初的 5 名发展至 13 名，去年又
发展入党积极分子数人。

党建强产业兴。公司高标准新建
了党员活动室，并创新“党建+公司+项
目+扶贫”机制，把党员示范与责任岗
位紧密结合，刘纯兴自己带头缴特殊党
费，用实际行动感召广大党员、职工积
极参与社会扶贫。

“作为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了，我们
要立足社会必须积德崇善，亲帮亲、邻
帮邻、户帮户、先富带后富；作为一名党
员,我们要帮扶贫困群众共同致富奔小
康。”刘纯兴表示。

在刘纯兴带领下，公司把业务范围
扩大至酒店餐饮、城市环境治理，年生
产总值达 3.3 亿元，创收 1117 万余元，

缴税2731万元。
该公司先后9次荣获“湖南省优质

工程奖”，6 次荣获湖南省建筑业协会
“芙蓉奖”，连续8年被原省工商行政管
理局授予“湖南省‘守合同重信用’企
业”荣誉。

扶贫帮困显担当

“公司的发展，离不开党组织关心
和社会的支持。”刘纯兴说：“作为一名
企业家，在扶贫路上，要担起社会扶贫
的责任。”

刘纯兴说到做到。近年来，公司累
计向社会无偿捐资 658.9 万元，为贫困
乡村修人饮工程 6 处，硬化村间道路 8
公里，安装太阳能路灯53盏。

他连续4年为该县参加高考的657

名贫困考生提供住宿和餐费折合 31.8
万元，同时为650名贫困学子水平考试
提供住宿和餐费折合 29 万余元，并帮
扶 2 名孤儿，每年资助 4000 元学费和
生活费，直至大学毕业。2019 年教师
节他慷慨捐献10万元慰问贫困老师。

2018 年初，通过该县分管扶贫的
副县长牵线，刘纯兴积极投身脱贫攻坚
战，公司与深度贫困的深山苗寨洗溪镇
三角潭村定点帮扶，一扶三年，直到目
前全村出列、贫困村民摘帽脱贫。

“这些椪柑用的肥料都是锦锋公司
赠送的。去年 9 月，我们村发生火灾，
刘总给我们送衣被、大米等，帮我们渡
过难关。”如今，提起刘纯兴，三角潭村
的父老乡亲们异口同声称赞他是一名
无私奉献扶贫帮困的好党员。

刘纯兴多次携公司党员、职工入村
走访慰问困难群众，先后为公司联点帮
扶村捐赠太阳能路灯 29 盏等，物资价
值 69.6 万元，并组织公司党员、职工爱
心捐赠贫困村民 9.82 万元；公司建起

“扶贫车间”，先后安置610多名贫困群
众在家门口就业，劳动致富奔小康。

今年，公司党支部募捐助战“疫”，
刘纯兴携党员捐赠6800余元。“我只是
做了一名党员应该做的事，让山村贫困
乡亲们都脱贫致富了，我就心安了。”刘
纯兴如是说。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刘纯兴连续
3 年被评为泸溪县“优秀政协委员”、
2020 年被评为“泸溪县最美政协人”；
2018年 10月，参加“水利企业扶贫”活
动捐赠善款，获湖南省水利工程协会颁
发荣誉证书；2019 年 4 月，参加且己村
专场惠民演出暨“互助五兴”仪式捐赠，
荣获“爱心大使”。2018 年 12月，公司
被湘西自治州委统战部、州工商联和州
扶贫办联合授予“湘西自治州‘千企联
村’精准脱贫十佳示范单位”；2019 年
被湘西自治州委、州政府评为“湘西自
治州社会扶贫先进集体”；2019 年公
司党支部被评为全县基层党建规范单
位……先后获个人、集体荣誉60余项。

扶贫济困的“领头雁”
——泸溪县湖南锦锋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刘纯兴社会扶贫记

（湖南锦锋公司供图）刘纯兴为受灾贫困群众送食油、大米等物资。

蒋叶子 王毅敏 雷鸿涛

5 月 29 日，麻阳苗族自治县舒家
村乡长坡山村的村小热闹了起来。国
网怀化供电公司“爸爸妈妈团”的志愿
者来到这里举行“青春光明行 爱心助
脱贫”暨社会责任月“爸爸妈妈团”活
动。村小的 10 名学生，与志愿者们玩
游戏，学画画，学电力知识，不亦乐乎，
提前过了一个难忘的“六一”儿童节。

这是“爸爸妈妈团”关爱留守儿童
的一个缩影。组建10年来，“爸爸妈妈
团”温暖了 800 余名缺失亲情的孩子，
支教 196 课时，志愿服务时长 4058 小
时。“爸爸妈妈团”公益项目，2018年获
湖南省志愿服务大赛金奖，2019 年获
湖南省第四届青年创投大赛银奖。

“孩子们的话更多了”

得知“爸爸妈妈团”要来，留守儿
童小媛媛提前画好了一幅画。画面中
3 个人手牵手，左边穿紫色裙子、绿色
高跟鞋的是妈妈，右边穿蓝色衣服的
是爸爸，站在中间的则是小媛媛自己。

能与爸爸妈妈牵手，对留守儿童
来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怀化是劳
务输出大市，留守儿童数量较多。在
小媛媛的绘画作品中，有这样一段话：

“爸爸妈妈，你们什么时候回来？我想
你们了，想你们送我去学校。”

志愿者的到来，让小媛媛实现了
愿望。除了送来书包、文具、书籍外，
志愿者们当起了孩子们的“爸爸妈
妈”，陪他们玩耍。

“媛媛，我们今天来画一幅‘我爱
我家’的画，好不好？”国网怀化供电公
司党委党建部副主任兼职团委书记、

“爸爸妈妈团”志愿者袁小晴来到了小
媛媛身边，指导她画画。不一会儿，一
幅绘画作品便画好了。黄颜色的画笔
下，一家三口在屋子里其乐融融。

“我们发现很多留守儿童缺乏安
全用电知识，所以经常来上安全用电
课。”国网麻阳供电公司党委书记王璞
说，公司的志愿者来村小开展活动已
成常态。

“孩子们的话更多了，内心更阳光
了。”村小的教师陈桂金说，志愿者就
像电灯一样，照亮了孩子们的内心世
界。

“十年坚守，只为孩子们
的笑容”

5 月 29 日，长坡山村小的光明小
屋（电力爱心教室）正式启用。它是

“爸爸妈妈团”和扶贫工作队联合捐建
的。

走进室内，只见国网麻阳供电公

司团支部书记胡娟正在给孩子们演示
多媒体教学设备。墙壁上，还有风力
发电、手摇发电等电力科普知识。

默默地看着面带笑容的孩子们，
窗户外的一名志愿者比孩子们还高
兴。她就是国网怀化供电公司工会女
工主任、“爸爸妈妈团”发起人之一的
杨湘玲。“十年坚守，只为孩子们的笑
容。”她说。

2011 年，杨湘玲在芷江梨溪口学
校献爱心时发现，该校近 80%的学生
是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需要什么，仅仅只是书
包、文具吗？看着接过东西的孩子们
既高兴又惆怅的目光，志愿者们陷入
了沉思。

“比起物资，留守儿童更需要‘家’
的温暖。”杨湘玲说，于是，“爸爸妈妈
团”当年在该公司成立。志愿者注重
从物质到精神、从教育到文化全方位
关爱留守儿童。他们用爱心去温暖、
融化留守儿童内心坚冰。

近年来，“爸爸妈妈团”先后开展
了“暖脚计划”“关爱周计划”“营养早
餐计划”“童趣运动会”“电力童话剧”

“健康体检”等一系列活动。“爸爸妈妈
团”已发展成为 1 个本部总队、怀化 13
个县（市、区）共计13个分队，总志愿者
人数百余人的志愿者团队。

自今年4月以来，慈利县一体推进
易地扶贫搬迁等 9 个重点内容专题治
理工作，狠抓问题排查整改，为巩固脱
贫成果打下坚实基础。

据 了 解 ，该 县 由 县 纪 委 监 委 牵
头，成立了 40 个核查组，从 4 月 9 日
到 4 月 19 日，集中 10 天时间，围绕

“安置房建设、搬迁入住、拆旧复垦、
后续帮扶、社区管理、档案资料”等六
个方面，采取现场核实、问卷调查、查
阅资料、开座谈会、问题反馈等方式，
集 中 力 量 对 4050 户 易 地 扶 贫 搬 迁
户，112 个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区
进行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拉网式、
全覆盖”核查，现已累计发现问题 93
个。

慈利把易地扶贫搬迁作为“转变作
风、服务基层、联系群众”的重要载体，
对照排查出的93个突出问题，建立“县
级领导包抓乡镇、乡镇领导包抓村组，
所有参与扶贫工作的干部挂点联户”的
网格化责任体系，限期整改到位，目前
已整改到位82个。

同时，慈利县纪委监委加大对扶贫
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问责力度，做到精
准“体检”，靶向“治疗”，确保易地扶贫
搬迁户“搬得出、稳得住、能脱贫”。据
统计，1 至 5 月，该县扶贫领域立案 35
件63人，追缴违纪资金137.11万元，退
还群众资金 2.91万元，真正起到了“问
责一个、警醒一片”的效果。

（吴邦源）

行走在浏阳市蕉溪镇，穿着红马
甲、拿着垃圾分类问题台账、逐户检查
垃圾桶的“微网格长”是初夏一道绚丽
的风景线。

“现在这氛围好哟，晚上微网格面
对面讨论环境整治，早上‘微网格长’逐
户检查垃圾分类，分错了、有死角……
都要登记，隔天又抽查，想不干净都
难！”说起如今的环境整治，早田村“微
网格长”厉汝英直言很有成就感。

为全面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蕉溪镇
依托“党建+微网格”，广泛搭建“微网格
面对面”民主议事平台，在全镇范围广泛
开展人居环境整治“3343”行动，“一村
一品”初具雏形，各村正为六月中旬即将
开展的人居环境观摩评比活动卯足了劲
头。微网格面对面，已经成为蕉溪镇在

推进人居环境整治中的生动实践。
群众的事情网格里商量着办
环境整治，群众是主体，是最大的

受益者。在工作中多与群众商量，多听
群众意见，让群众成为工作的推动者、
参与者、建设者。“这条路要拓宽，两边
种些树和花。”“两边的柴堆要清掉，老
魏家的东西要放整齐。”……前不久，水
源村 26 号网格内的 20 户群众在一起
商量环境如何整治，并提议开展“最美
清洁户”评选，打造蕉溪岭下、万丰湖畔
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的绿色村庄。

无独有偶，“以后乱扔乱倒、破坏环
境的要罚款。”金云村28号“微网格长”
李和安带头打扫公路时提出要制定村
规民约，共同爱护环境。“始终坚持党建
引领，镇村干部与群众联心协力，大家

一起献计出力整治人居环境。”蕉溪镇
主要负责人说。
党员“微网格长”带头整治房前屋后

“大家干劲十足。”走进高升集镇，
居民陈义指着半边街刚开发的景观路
介绍，过去半边街杂草丛生，商铺货物
乱堆，部分村民家中垃圾满地。

改变随后发生。刚启动环境整治
时，大家不太愿意，随着全镇 460 余位

“微网格长”示范带动，镇机关干部也拿
着扫帚、锄头上街开展大扫除，村民很
快从观望到主动。

大家齐心协力，有工出工，有车出
车。“沙子倒在哪里？”村民老李年过七
旬却干劲十足，得知要搞环境整治，他
推着推车来帮忙。

环境整治要发挥群众的主观能动

性。高升村村民周国健开垦近千平方
米荒地做菜园，开窗见绿、推门进园将
是他家的“标配”。常丰村村民梁汉清
理杂物时欲将废弃轮胎改造成花盆。

小镇的清晨被鸟鸣唤醒。不远处
的党员“红马甲”们正在走村入户，美
丽的乡村欣欣向荣。走在乡间小路上，
村道有绿，院落有绿，整个村庄都笼罩
着绿意。干净的乡村道路、有序的民居
圈舍、便利的垃圾箱四处可见。5月以
来，全镇累计开展“微网格面对面”民主
议事会400余次，走访群众近3万余人
次，收集群众意见建议 153 条，已答复
办理 129 条。群众的意见正变成一项
又一项“整治行动”。 美，不仅在环境，
更在人心。如今，行走在蕉溪镇的村
庄，不仅有颜值，更有气质。“民主议事”

“村规民约”写在纸上，挂在墙上，春风
化雨般地内化为村民的行为准则。

（陆 晞）

浏阳蕉溪镇：“微网格”里面对面,人居环境更优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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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利：严查速改,让搬迁户“安居乐业”

刘福华 蒋新国

连日来，永州市金洞管理区凤凰、
石鼓源等乡镇纷纷举办2020年度育婴
师、营养师职业技能培训班，共计 200
余名学员参加培训。

参加培训的人员基本都是各乡镇
当地失业人员、转移就业劳动者以及曾
经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根据市场需求，
一共开设了养老护理员、育婴师、营养
师、电工 4个专业，为期 7天，培训结束
后按照要求还组织了等级考试，通过考

试，颁发相应职业资格证书。
据悉，本期育婴师、营养师培训班

聘请了永州市远大职业培训学校有着
专业知识和丰富教学经验的理论教师，
以及具有丰富技能经验的实操教师，采
取基础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相结合的

教学模式进行，帮助学员快速掌握基本
技能，提升就业创业本领。

今年以来，区人社局计划通过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办各类技能培
训班 4 期，培训失业人员、贫困劳动力
800 余人。通过特色职业技能培训的
开展，为困难家庭、无劳动技能的村民
提供一个学习平台，练就一技之长，端
上“技能饭碗”，增强扶贫“造血功能”。

金洞：端上“技能饭碗”增强“造血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