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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3 日，沿娄底市娄星区杉山镇
石底村水泥路盘旋而上，石底肉牛养殖
专业合作社新牛舍内，脱贫户李超凡正
在给牛喂草，“现在在这里上班，每天工
资有100块，另外我们还有入股分红收
入，日子好过了！”

石底村是省级贫困村，全村贫困户
65 户 184 人 。 为 助 力 贫 困 户 脱 贫 ，
2017 年区政府办驻村帮扶后，因地制
宜，瞄准肉牛养殖、黄颡鱼养殖、莲藕种
植和光伏发电四大特色产业，出台相关
产业奖补方案，贫困户以土地租赁、劳
务协作等方式参与产业项目。“村里所
有贫困户均入股肉牛养殖项目，每年可
分到 20%的红利，有的还在合作社务
工，每月有 2500 元左右的工资。”合作
社负责人谢细余说。

2020年是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收
官之年，娄星区将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
务，集中力量“补短板、攻难点、强弱项、
稳成效”，实现剩余 217 户 433 名贫困
人口脱贫，确保“两不愁三保障”问题清
零，持续巩固 15041 名脱贫人口和 26
个出列贫困村减贫成效，确保持续稳定
脱贫。

尽锐出战，精准施策助脱贫

“以前的房子一到下雨天就担心漏
雨，更怕倒塌，现在政府帮我们改建了
危房，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6月3日，
住上新房子的娄星区蛇形山镇立新村
上井组95岁的秦维支老人脸上笑开了
花。

“领导带头督战、充实主战力量、加
大政策支持……”娄星区蛇形山镇是百
日攻坚和挂牌督战重点镇，全镇实行挂
点驻村领导包村，帮扶责任人、村干部
包户，采取挂图作战，销号管理。“现在
驻村和结对帮扶干部白天走村入户，摸
排情况，晚上分析解决问题。”娄星区扶
贫办主任颜拥军说。

按照娄星区委、区政府的统一部
署，该区构建“区级边战边督、镇村主
战”的挂牌督战工作格局，成立 3 个挂
牌督战组，负责督战蛇形山镇、9 个挂
牌村；全面推行“一名主帅指挥、一张清
单作战、一班人马驻村、一套铁规约束、
一抓到底争先”的“五个一”工作模式。

“党和政府给我们送来了温暖，帮
助我们找着致富门路，种了 6 亩红薯，
还养了几头猪，一年收入 4 万多。”6 月
4日，双江乡万家村贫困户范妙连在她
的6亩红薯地里笑着说道。

“了解贫困户的特点，适合喂鸡的

送鸡、适合养牛的送牛，因人而异，因户
施策，找准穷根，对贫困户采取了一对
一结对帮扶，制定帮扶措施。”区医保局
驻村帮扶队长姚智军说。通过走访摸
底，万家村调整产业结构，重点发展红
薯产业，现在万家村家家户户都种红
薯、做红薯片，还发展了 2 个红薯片加
工大户，红薯种植规模400多亩。

因户施策，多措并举真帮实扶。娄
星区根据2019年实际人均年收入将脱
贫户和建档立卡边缘户分为脱贫监测
户、脱贫巩固户、脱贫示范户、边缘户

“四类”，核查收入信息，并制定一户一
策帮扶方案，从产业、医疗、教育、就业
等方面精准帮扶。

凝心聚力，产业扶贫挖穷根

6 月 4 日，蛇形山镇姚桥村源容开
生态农业综合发展有限公司1040亩经
果林基地上，总经理肖源正带着 20 余
名工人给果树施肥、除草。“基地每天有
60 多人劳动，繁忙季节增加到 200 多
人，聘请的主要是贫困户，还有不少周
边村民。”

该公司2017年成立，投入1800多
万建经果林基地，涵盖黄金贡柚、梨、桃
等水果。为加大扶贫力度，公司以“公
司+基地+贫困户”的产业扶贫利益联
结模式，对蛇形山镇 38 个村进行委托
帮扶，22个村进行直接帮扶，累计帮扶
人数2091人。“绿色发展带动村民稳定
增收才是长远之计。”蛇形山镇党委书
记刘光合说。

三年来，娄星区共投入产业扶贫资
金 4000 余万元，实施省重点产业扶贫
项目3个，全区贫困人口产业扶贫全覆
盖，全区有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 32
家，80%以上参与产业扶贫。全区100
余家专业合作社全力开展产业扶贫，以
种养加为主导产业，采取直接帮扶方式
为主，联结有产业发展能力和发展意愿
的贫困户发展扶贫产业。

6月4日，烈日当空，秋湖食品有限
公司300多亩辣椒基地上，脱贫户谢姣
辉将采摘好的辣椒装篓上车。“辣椒改
变了我们一家的生活，从 2017 年开始
就在这上班，除草、施肥、采摘，现在每
年有3万多收入哩！”

秋湖村位于蛇形山镇中部，全村
建档立卡贫困户 27 户 83 人。在帮扶
工作队与村支两委带领下，通过“农民
专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产业扶贫
模式，带动贫困户种植油菜、油葵、辣
椒等经济作物和蔬菜，并免费为贫困
户提供种苗、肥料和技术服务，对产品
进行统一回购加工，实现贫困户种植

“零投入”。
“除了 200 多亩辣椒地、100 多亩

的油茶林外，今年村里还流转200亩地
种桑树，增加收入的同时再增加 10 多
个工作岗位。”村支书胡少敏指着这片
刚种下的桑树田说道。

牵线搭桥，就业扶贫惠民生

“我正在‘查片’，就是检查原材料
质量，工作轻松，收入不错。”6 月 4 日，
娄星区水洞底镇仟度服饰有限公司，贫
困户童文革正认真检查布片，质量合格
的整齐排放，并剔除残次品。

童文革曾患小儿麻痹症，行动不
便，他高兴地说：“我在这里工作一年
了，一个月工资 2000 多元，政府还帮
我把土砖房改成了红砖房，生活越来越
有盼头了！”

2019 年成立的仟度服饰有限公
司，主营服装生产。今年，该公司采取

“企业+扶贫车间+贫困户”的模式，申
报娄底市就业扶贫车间，增设扶贫岗位
30 多个，目前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 12
人。

为了能让贫困劳动力在家门口就
业，娄星区加快建设就业扶贫车间 26
家，吸纳 271 名贫困劳动力就业；加强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两后生”技能培训，
2019 年累计培训 1300 多人次，700 余

名贫困人口稳定就业；对吸纳贫困劳动
力的企业给予社保补贴、岗位补贴，累
计发放奖补金额80.5万元。

6月4日，天气晴好，石井镇石江村
庆丰种植专业合作社 2000 亩红心柚
产业基地上，脱贫户聂军辉的妻子挥舞
着锄头，忙着给一株株红心柚树除草、
施肥。“我现在在基地做工，120 块一
天，工作较自由，我老公自己在家还种
了两亩红心柚，一年下来能有3万元收
入。”

“现在基地上有30多人在这务工，
收入上万元，为了让更多人有活干，我
们还提供树苗和技术，发动贫困户自己
种。”基地负责人聂庆锋说，石江村现已
实现红心柚全村全覆盖。

庆丰种植专业合作社一头对接基
地，一头紧连经纪人，实现了产销两旺，
让贫困户从中受益，探索出基地+合作
社+经纪人+贫困户“双百”行动新模
式。娄星区采取以奖代补的形式，为该
合作社发放补贴 7.2万元，支持其做大
做强，带动更多贫困户稳定脱贫不返
贫。

脱贫路上，不落一人。“开动脑子、
找准路子、迈开步子、增加票子。”娄星
区坚持因地制宜、量身定制工作思路和
产业规划，真帮实扶，确保脱贫质量和
成色，群众脱贫致富路越走越广。

6 月 15 日，祁阳交通问题顽瘴痼
疾整治办组织顺丰、韵达、美团、饿了
么等辖区内快递、物流和外卖行业
100 余名从业人员开展道路交通安全
培训，为快递小哥们送上了一堂交通
安全课。

在快递业高速发展的今天，快递
员、外卖员给人们的生活提供了极大
的便利。在祁阳，有 500 余名快递小
哥，他们不仅是美好生活的创作者和
守护者，同时也是道路交通参与者中
一个庞大的群体。日常生活中，快递
小哥们为了每天能多送一个包裹，为
了在规定时间内将包裹送达，他们的
电动车往往“风驰电掣”地闪过每条街
道，超载、无证驾驶、闯红灯、随意变
更车道、乱停乱放、逆行、未戴安全头
盔等交通违法行为时有发生。

两个多小时的培训课，设置了安
全讲堂、现场答疑和有奖问答 3 个环
节。交警、交通、应急管理等部门重
点从交通信号、道路通行规定、道路
交通事故处理、常见的重点交通违法
及安全驾驶常识等多方面进行了详
细的讲解，并结合典型案例，采用提
问的方式对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主
要原因及交通违法行为带来的危害
作了全面的阐述。同时，结合“一盔
一带”安全守护行动，通过普法、劝
导、提示，提供行业交通安全出行指
南，倡导全县快递外卖从业人员告别
不文明的交通陋习，自觉遵守交通法
规，文明出行、守法出行，有效防范交
通事故的发生，争做文明参与交通的
示范者。

（唐书东 刘志军 谭方林）

6 月 10 日，怀化市鹤城区召开交
通问题顽瘴痼疾集中整治行动新闻发
布会，总结了整治行动第一阶段的工
作成效和经验。

该区全面排查“人、车、路、企、政”
等方面存在的交通问题顽瘴痼疾，存
在安全隐患的6处马路市场全部整治
完成，对辖区高铁沿线 200 处隐患点
全部整改销号到位，并逐一复核去年
3月排查出的108处隐患，制定隐患整
改方案，确保年底前完成整改。并强
化道路运输安全与道路违法行为整
治，清理混凝土搅拌站等20家超限运
输企业，处置超限运输车辆 60 台次，
对 4 台一年内违法超限运输超过 3 次
的货运车辆道路运输证依法予以吊

销，减少变型拖拉机存量 66 台，查处
非法营运面包车、小轿车 65 台，查处
不按核定线路行驶和站点停靠的旅游
运输车辆 5 台，办理电动自行车上牌
15378 台 ，查 处 现 场 交 通 违 法 行 为
14752 起 ，非 现 场 交 通 违 法 行 为
72635起。

为营造“守规则除隐患、治顽疾去
痼疾、安全文明出行”的氛围，该区充
分利用农村“村村响”、微信、短信、宣
传手册、宣传栏等载体，引导交通参与
者摒弃交通陋习。目前，共发放宣传
手册 2 万余份、海报 5000 余张、横幅
248 条 、开 展 政 策 法 规 咨 询 1 万 人
次。

(周紫云 郭 飞 尹秀岩)

6 月 10 日，怀化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直属三大队联合鹤城区校车办对辖
区校车运行情况进行突击检查，确保
辖区校车安全平稳运行。

为加强复学后校车的疫情防控工
作，确保校车安全、高效运行，更好更
安全的为孩子们保驾护航。怀化市公
安局交警支队各大队深入辖区学校、
幼儿园，采取查看书面台账、实地检查
等方式，对全市1225台校车开展了安
全隐患大排查大体检。对车辆安全设
施、驾驶人资质、随车人员等情况全面
排查，重点审核驾驶人准驾资质、车辆
安全性能状况等，全力确保学生接送
安全。

同时，增强校车驾驶员、照管员安
全意识，普及交通应急知识，提高应急
处置能力。强化路面查控，严查校车
交通违法行为，积极联合教育部门加
强中小学幼儿园上下学时段的巡逻检
查力度，严查校车超员、不按规定线路
行驶、超速行驶、驾驶员、乘车学生不
使用安全带以及“黑校车”非法接送学
生等违法违规行为。5 月份以来，全
市交警部门共深入幼儿园、学校及校
车公司 94次，开展检查 99次，取消校
车驾驶资格 1人，检查校车 435台次，
下达整改通知书 9 份，督促年检 87
台，违法清零1台。

(姜 涛)

怀化市：
对全市校车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

怀化市鹤城区：
整治交通问题顽瘴痼疾成效显著

6 月 11 日，宁乡市大屯营镇举行
了社会扶贫爱心捐赠仪式，动员镇域
范围内20多家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积
极投身扶贫事业，为脱贫攻坚出谋划
策，奉献力量。

捐赠仪式上，参加活动的企业和
个人纷纷慷慨解囊，现场捐赠帮扶资
金 25.1万元，企业和个人获赠“爱心奉
献 善行天下”的牌匾及荣誉证书。

2020 年是脱贫攻坚的决胜之年，
需要各界人士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
大屯营镇党委、政府将着力落实扶贫
政策，聚力结对帮扶贫困户，整合多方
资源、动员社会力量，为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共同努力。

镇长周术林对各位爱心人士对家
乡、特别是对贫困户的善心义举表示
感谢。他说，长期以来，大屯营镇的脱
贫攻坚工作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广
泛关注和大力支持，爱心企业家致富
不忘家乡、积极参与脱贫攻坚、履行社
会责任的高尚行为值得我们学习和宣
传，希望越来越多的企业家能加入到
脱贫攻坚的行动中来，为大屯营的建
设贡献力量。

参与捐赠的企业家代表表示，民
营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各级政府的大力
支持和帮助。积极参与扶贫济困是企
业应尽的社会责任。

（曾 添 李曼斯）

宁乡市大屯营镇:
爱心捐赠情暖贫困户

决战决胜看娄星（四）

产业促就业，确保高质量脱贫
——娄底市娄星区长效机制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祁阳县：
百名快递小哥同上交通安全课

宁 西 肖向荣

庚子鼠年春节，一场新冠肺炎疫情
突如其来。疫情就是命令！邵阳市脑
科医院党委闻“疫”而动，制订了新冠肺
炎救治应急预案，立即投入抗疫战斗,
火速组建以院长王瑞见为队长的10人
心理医疗队驰援湖北……

“我是党员，我先上。”“党员应该
去最危险的地方！”一面面飘扬的旗
帜，一个个冲锋的身影，成为抗疫一线
最美的风景。越是关键时刻，越能检
验初心使命；越是勇毅担当，越能看出
党性成色。

近年来，邵阳市脑科医院高举党建
旗帜，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不断探索创
新，将党的建设与医院中心工作深度融
合，激发出高质量发展的蓬勃生机。

以学为本，
让新时代思想入脑入心

“知为行之始,行为知之成”。近年
来，邵阳市脑科医院狠抓理论学习，不
断创新方式，丰富学习载体，确保学习
有收获、思想受洗礼，有力提升了广大
医务人员的理论素养和业务能力。

认真执行“三会一课”制度、主题党
日制度，严格落实上级党委每月下发的

党建工作提示。开展了常态谈心谈话，
及时了解党员干部思想动态。

形式多样，学用结合。开展“书香
邵阳”读书活动、举行主题教育知识抢
答赛、心得体会征文比赛。组织全体党
员观看警示片，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
到武冈新时代讲习所、邵阳县塘田战时
讲学院、八路军驻湘办事处等红色教育
基地开展党性教育……

领导带头，深入学习。医院党委书
记罗博以身作则，深入支部，带头上党
课，在全院掀起一个又一个学习高潮。

同时，以学促创，深入开展“牢记党
员身份，争做先锋模范”及“争创学习型
党组织”活动，积极创建“三级医院”、

“廉洁医院”、“示范党支部”，不断丰富
党建内涵，提升党建工作的引领力。

以患者为中心，
让医疗服务更有温度

“谢谢您们，天气这么热，还跑这么
远来给我们看病。”洞口县高沙镇大万
村62岁的王大娘拉着前来义诊的市脑
科医院党员专家的手感激地说。由于
高沙镇离邵阳市区有上百公里，老人家
进城看病确实不容易，能在家门口享受
专家医疗服务，他和家人打心底里高兴。

邵阳市脑科医院始终坚持公益性

不动摇，以健康惠民、服务群众为己任，
不断改善医疗服务、提升医技质量，真
正让群众在看病就医中拥有更多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以患者为中心，持续改善服务质
量。主动和残联部门通力合作，开展上
门鉴定便民服务；充分发挥专科优势，
定期开展心理卫生公益讲座，送心理卫
生进社区、农村、学校、机关事业单位；
开展重性精神障碍患者建档立卡、监管
治疗及随访等工作；对各县区精防人员
进行培训，综合提升全市精神卫生服务
能力。

坚持人文医院建设，提升患者的就
医体验。引导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
带头增强服务意识，不断加强医德医风
建设，在全院营造修医德、重品行的良
好氛围。实施建档立卡贫困患者“一站
式”服务，让患者少跑路，少花钱；将心
理治疗方法应用到患者组织管理中，做
实做细患者心理康复等服务。

以疫为令，
让党旗飘扬在防控一线

今年初，疫情来势汹汹。邵阳市脑
科医院作为精神卫生专科医院，院领导
班子深刻认识到患者的特殊性和场所
的特殊性，深感责任重大，容不得半点

差池。以疫为令，吹响了抗疫集结号。
院领导率先垂范、冲锋在前，党员干部
逆风而行、不畏艰险，多措并举，群防群
控，构筑起疫情防控的坚固屏障。

因地制宜，统筹谋划，落实“关口前

移”，严格人员排查，夯实属地管理职

责，一项项硬核防疫措施落地落实；发

挥党员先锋模范带领作用，招募党员志

愿者到预检分诊值班、公共区域环境消

杀；组织“爱心车队”接送医护人员上下

班……

“你们用最专业的技术为我院整体

抗疫提高了安全感，用最真诚的热心为

患者排忧解难！”湖北 672 中西结合骨

科医院写给该院心理医疗队的感谢信

上说道。

2月21日，该院心理医疗队奉命出

征，驰援武汉。在战“疫”中，党员带头，

迎难而上，通过进入隔离病房面询、利

用云服务平台、建立微信交流群等对患

者、医护人员进行心理干预和心理支

持，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自己的

力量，也得到了业界同行的高度赞许。

医院党员志愿者们还纷纷走出院

门，或深入社区举办义诊，或走进学校

帮助学生心理减压，或远赴乡村进行健

康扶贫……一枚枚锃亮的党徽，一个个

忙碌的“红马甲”，成为邵阳城区一道道

流动的风景。

党建为魂 筑牢健康根基
——邵阳市脑科医院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近日，双牌县组织 3600余名公职
人员参加了党纪法规知识集中测试，
对党纪法规知识进行了“大检测”。其
目的是为检验全县公职人员对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
建设基础理论、党纪处分条例等党内
法规和法律方面知识掌握情况，以考
促学促用，增强政治规矩意识，巩固和
深化党规党纪学习成果。

“本次为闭卷测试，时间 60分钟，
请把手机和资料上交到主席台，自觉遵
守考场纪律，认真作答。”整个考试过程
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秩序良好。为让
测试不走过场、搞形式，双牌县纪委监
委于一个多月前下发了测试通知，公布

了测试内容，要求各单位集中组织培
训，督促干部职工考前学习到位。

“此次测试，共设立了 80 个考场，
所有纪检监察干部变成严肃的‘监考
官’，是对全体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政
治纪律的考验。让党性观念、纪律意
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通过以考促
学，进一步强化党员干部对党规党纪
的理解和把握，提高党员干部履职尽
责能力。有效的提高了大家对‘应知
应会’内容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进
一步增强了党性，营造了的良好学习
氛围。”双牌县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

（李重臣 周 幻 唐菁霞）

双牌县：
以考促学明法律 开展党纪法规“大检测”

5月14日，在娄星区万宝镇春源家纺扶贫车间内，当地村民正在车间忙碌。

（娄星区委宣传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