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7月6日讯（记者 陈鸿飞 通讯
员 周健 陈岳峰）“我们种植酥脆枣160亩，今年
预计可产枣2万公斤左右。”7月4日上午，衡东县
大浦镇青鸦村党总支书记邓文彬告诉记者，仅酥
脆枣一项，村集体可年增收10万元以上。

青鸦村原为村集体经济空白村。2017年以
来，该村以“党支部+合作社+农户”模式发展产
业，建设名优水果、花卉苗木等种植基地，发展
黄牛、三黄鸡等养殖业。今年，村集体收入预计
可突破20万元，村民人均纯收入可达1.5万元。

2018年以前，衡东县仅93个村有集体收
入，占行政村总数39%，全县村集体年收入总
量不到300万元。

为夯实乡村振兴基础，近年来，衡东县先
后出台有关文件，推动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
由县财政每年安排引导资金 300 万元，支持
发展村集体经济。整合农业农村、林业、水利
等部门涉农资金，修建、完善农村基础设施，
并重点发展油茶、黄贡椒、黑木耳、黑土猪、麻
鸭、禽蛋加工等特色产业项目。

同时，衡东县探索出土地经营、盘活集体
资产、领办合作社、实体兴村等8种模式，因地
制宜发展村集体经济。2018年，三樟镇柴山洲
村把农户分散承包的土地经营权进行集中流
转，统一规划和布局，采取集成反包方式，将经
营权发包给湖南一有味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建
设黄贡椒种植基地，带动贫困户脱贫，实现村
集体增收。高湖镇新兴垅村整合土地2700亩、
山塘500余亩，引进水产养殖大户承包养殖，
利润分红，去年村集体收入突破10万元。

衡东县还依托电商平台销售农副产品，增加
村集体收入。截至今年6月底，该县已全面消除村
集体经济空白村。今年全县村集体总收入预计可
达1200万元，有43个村收入将在10万元以上。

经桃源县政府采购主管部门审核，桃源县公安局三所

一队项目弱电工程采购已具备公开招标条件，采购人为桃

源县公安局，预算金额1165.4861万元，现予以公告。具体

详情请关注常德市政府采购网（http://changd.ccgp-hu-

nan.gov.cn/f）或常德市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

changde.gov.cn）。

湖南银华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020年7月7日

政府采购项目招标公告
经汉寿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汉寿县沧浪街道办事

处回回社区安置小区（二期）配套设施建设项目已具备公开
招标条件，招标人为汉寿县人民政府沧浪街道办事处，投资
额约 1950.00万元，现予以公告。详情请关注湖南省招标投
标监管网（www.bidding.hunan.gov.cn）及常德市公共资源
交易网（http://ggzy.changde.gov.cn）、常德市政府网、《湖南
日报》、《常德日报》。

汉寿县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
2020年7月6日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经澧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澧县小街小巷改造项
目建设工程总承包（EPC）已具备公开招标条件，招标人为
澧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投资额为2555.72万元，其中直接
工程费为 2486.11 万元；设计费 69.61 万元；现予以公告。
详情请关注湖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www.bidding.hunan.
gov.cn)、常德市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changde.
gov.cn)、《常德日报》、《湖南日报》。

澧县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
2020年7月7日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经澧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澧县黄桥西路新建工

程（绕城西线-护城北路）建设项目已具备公开招标条件，

招标人为湖南新澧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招标控制价为：

3078.352039万元，现予以公告。详情请关注湖南省招投

标监管网（www.bidding.hunan.gov.cn）及常德市公共资

源交易网（http://ggzy.changde.gov.cn）。

澧县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

2020年7月6日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经常德市财政局主管部门审核，常德市第二福利院整

体招租与运营已具备公开招标条件，采购人为常德市机关

事务管理局，现予以公告（第二次）。具体详情请关注常德

市政府采购网（http://changd.ccgp-hunan.gov.cn）和常

德市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changde.gov.cn）

智埔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020年7月6日

采购项目招标公告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常德市安乡县小湾小区老旧小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经安乡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常德市安乡县小湾小区
老旧小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招标人为
安乡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额约1979.14
万元，现予以公告。详情请关注湖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

（www.bidding.hunan.gov.cn）及常德市公共资源交易网
（http://ggzy.changde.gov.cn）。

安乡县建设工程招投标办公室
2020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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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7月6日讯（记者 宁奎 通讯
员 戴一菥）因截留农户林地林木转让费
94933.8元，张家界市慈利县甘堰土家族乡金
桂村党支部原书记徐某某近日受到开除党籍
处分。

为破解脱贫攻坚领域存在的一些“老大
难”问题，今年3月以来，张家界市纪委监委集
中力量，一体化推进9个专题治理。即对产业
扶贫、生态扶贫、易地扶贫搬迁、教育扶贫、社

会保障兜底 5 个专题，开展“回头看”“回头
查”；结合民生领域突出问题整治，统筹推进
就业扶贫、饮水安全、农村基础设施、基本医
疗4个专题治理。

为保障专题治理取得实效，张家界市聚
焦脱贫攻坚工作中的短板弱项，将纪检监察
工作重心下移基层一线，采取现场查看、入户
走访、受理信访举报等方式，掌握整改进程、
听取群众意见、查找具体问题。

在专题治理过程中，张家界市对发现的
问题建立专门台账，及时反馈交办，并持续跟
踪督办，逐项销号管理，确保问题都能得到切
实解决。进一步加大对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
问题的查处力度，对发现的问题线索严格按
程序交办督办、严查快办，以零容忍态度严肃
查处贪污挪用、截留私分、优亲厚友、虚报冒
领、强占掠夺等行为。同时，以纪律检查建议、
监察建议、约谈、通报等形式，督促地方党委、

政府和职能部门以案为鉴，针对扶贫重点领
域、关键环节、共性问题，建立健全制度规定、
完善内控机制，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扶贫领
域腐败和作风问题。

今年上半年，张家界市9个专题治理共发
现问题7554个，已督促整改到位7180个，给
予党纪政务处分25人，移送司法机关1人，收
缴违纪资金226.428万元，退还群众资金19.9
万元。

湖南日报记者 彭婷

在湘潭市岳塘区建设路街道鑫山小区，
居民们不约而同养成了一个习惯：谁家有废
弃的快递箱、喝完的啤酒瓶、看完的旧报纸，
都自觉地送到邓竹荣家杂物间门口。每天清
晨和傍晚，邓竹荣的妻子和女儿散步回来后，
会连同自己捡拾的废品一道，清理、打包，隔
一段时间送到废品站去卖。

从省有色地质勘查局二总队退休的邓竹荣
并不缺这点钱。他把卖废品的钱，与自己的部分
工资一起，每年捐款1.2万元给湘潭市福利院，
2017年至今年从未间断。这些捐款，是邓竹荣
一家卖废品卖来的，更是他勤俭省下来的。

今年90岁的邓竹荣是一名老党员，从小父母
双亡，在叔叔婶婶救助下勉强活了下来。后来在党
的引路和培养下，他参了军，上了学，入了党，还有
了体面的工作。“共产党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能活
到这个岁数，有吃有穿，都搭帮共产党。”邓竹荣信
仰坚定，退休不褪色，总想为社会做点什么。

从2013年开始，他每天早晚都要去离家
不远的湘江风光带散步，看到丢在路边的矿
泉水瓶、包装纸、废纸壳，便顺手捡回来，过一
段时间分类打包，送到废品站。

“一个老革命，还去捡破烂，他的脑子里
只有钱吗？”有邻居很费解。

邓竹荣的儿女也不理解他：“您要是缺钱
花，尽管跟我们开口。”

“你们不懂，福利院的孩子苦啊，我父母
走得早，体会太深了。”邓竹荣不多解释，只是
默默做着自己的事。看着杂物间里堆积如山
的垃圾，大家送给他一个外号——“破烂王”。

说他是“破烂王”，还因他穿得破烂。用女儿
邓香丽的话说，父亲几乎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
大多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最
好的衣服，还是年轻时参军留下的那身军装。

“他的毛巾要用到有了窟窿才肯丢，甚至
连上厕所的纸也不肯我们多扯一点。”邓竹荣
的妻子万桂芝说，“破烂王”这个称呼，形容他
一点也不为过。

可是，每月有4000多元退休金的邓竹荣
又怎么会缺这些钱呢？2017年“六一”前夕，他
将捡废品换来的钱，再加上从自己的工资里

拿出一部分，共1.2万元捐给湘潭市福利院。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希望帮帮孩子们。”

邓竹荣真诚地说。
自那以后，每年“六一”前夕，湘潭市福利

院都会收到来自邓竹荣的1.2万元捐款。邓竹
荣表示，只要他活一年，捐款就要继续一年。

“老人身体不好，行走不便，也需要钱治疗，
他却把自己多年积攒下来的钱捐给孩子们，这种
高风亮节让人很感动！”湘潭市福利院负责人说。

“原来他是这样一位高尚的人。”邻居高
永红说，得知他捡破烂、省吃俭用不是为自
己，大家顿时肃然起敬，又给他取了另一个外
号——“慈善家”。

其实，邓竹荣的故事远不止这些。汶川地
震、玉树地震……只要有捐款，他总是踊跃参
与，每次都是几百上千元，毫不吝啬。今年疫
情期间，腿脚不便的邓竹荣托儿女找到单位
退休办，捐了2000元。家人初步统计，自退休
以来，邓竹荣共捐款捐物10余万元。

如今，由于身体一年不如一年，邓竹荣已
无法捡废品，但善举仍在继续。他的儿女以及
年过八旬的妻子接过了捡废品的接力棒，邻
居们也将可兑钱的废品放在他家杂物间门
口，支持他们的慈善事业。

7 月 4 日，记者走进邓竹荣家中，几乎没
看到几件像样的家具，连风扇还是上世纪80
年代留下的。然而，客厅墙上张贴着一张鲜红
的“党的三大作风”却格外耀眼。邓香丽说，这
是父亲去年特意嘱咐制作张贴的，告诉后辈
们要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

“他捡的虽然是破铜烂铁、废品杂物，给
我们留下的却是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令人
感动，让人敬佩！”……采访中，邻居们对这位

“破烂王”“慈善家”赞不绝口。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党培养了我，在我

有生之年，应当要回报她！”患上帕金森症的
邓竹荣已无法口齿清晰地与人交流。这几个
字，他说得费力但坚定。

“破烂王”与“慈善家”
——记湘潭市岳塘区九旬老党员邓竹荣

湖南日报7月6日讯（记者 周小雷）“文
化旅游、‘一带一路’跨境商贸、半导体芯片
设计以及智能制造等，这些集团的核心产业
在长沙大有可为，我们期待能尽早落地。”近
日，在湖南-长三角经贸合作洽谈周长沙分
会场活动暨长沙市“大干一百天、实现双过
半”百日竞赛重大项目集中签约仪式上，长
沙县嘉兆国际童话小镇项目投资方嘉兆国
际集团有限公司、荣嘉文化旅游控股有限公
司董事长梁金野信心满满地说。

今年虽受疫情影响，但长沙县没有停
下招商引资的脚步。为化危为机、抢占先
机，该县主动出击，共洽谈长三角地区企业
及重大项目30余个，涉及商贸流通、跨境电
商、生物医药、高端制造、文旅等多个产业。

为吸引投资，长沙县持续优化营商环
境，努力做好服务企业的“店小二”，先后
推出997 项政务服务事项“最多跑一次”
改革、开展“千人帮千企大行动”等。一批
批优质项目相继落户长沙县，包括总投资
10 亿元的广汽三菱新能源汽车项目、总
投资超25亿元的嘉兆国际童话小镇等。

据了解，长沙黄花综合保税区管委
会、长沙临空产业集聚区管委会还将于
7 月16日，赴上海举办长沙临空专场推介
会。届时，又将有一批重大项目现场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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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5日，通道侗族自治县通坪公路横岭段，工人在维修山体的护坡墙。时值雨季，该县公路部门针对桥梁、隧道、弯道、陡坡等事故易

发路段进行重点巡查，及时加固护坡，修复破损防护栏（网），消除安全隐患。 刘强 申细云 摄影报道

维
修
护
坡
消
除
隐
患

湖南日报7月6日讯（通讯员 廖蔚佳 记者 李永
亮）7月3日，株洲市举行“国企带民企、大手牵小手”本
地企业配套首场对接会，湖南长城电脑与70家配套企
业面对面洽谈，共签下10亿元采购订单。

为克服疫情给地方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今年6月，
株洲市暖企办、市产业链办联合组织“国企带民企、大手
牵小手”本地企业配套对接活动，广泛征集、发布采购、配
套、市场资源等信息，鼓励本地主机企业、龙头企业优先
采购本地企业配套产品，力促国企民企“联姻”，推动产业
链上下游企业共同发展。株洲电子信息产业龙头企业长
城电脑第一个向本地中小企业抛出“橄榄枝”。“选择本地
供货商，能大幅降低物流、时间成本，希望通过加大本地
配套力度，实现共赢。”该公司副总经理黄迎峰说。

株洲市暖企办负责人介绍，目前，他们已收到60余
家主机企业、龙头企业配套需求清单。将根据这些清单，
摸清中小微企业有意合作的企业名单及自身采购需求
清单，年内组织50场企业配套对接会。

湖南日报7月6日讯（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陈勇
平）近日，岳阳县筻口镇潼溪村整治抛荒地行动传来喜
讯，该村一块荒废8年多、面积达9亩的苗圃完成平整
变成水田，再过一周开始播种晚稻。今年来，该县已盘活
抛荒耕地 4500 余亩，其中 5 亩以上集中连片点 36 个，
昔日望天收的抛荒地，有望变成样板田。

今年来，岳阳县委、县政府擂响“严控耕地抛荒、稳
定粮食产能”战鼓，各乡镇（办事处）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自然资源所等相关部门人员进村排查甄别，建立有户主
签名确认的卫星图斑标注图、现状图和台账表的“两图
一表”。县农业农村、水利等部门“一丘一策”制订整治措
施，对逾期未完成抛荒耕地整改的收回土地经营权；对
水毁耕地、重点工程破坏水系、田间基础设施差的连片
抛荒丘块，做到“修一条路、挖一条渠、治一片田”，解决
农户耕种后顾之忧。

整治工作开展以来，岳阳县各乡镇（办事处）抢抓农
时，同步推进复垦复耕，按照“宜稻则稻、宜旱则旱、宜经
则经”生产模式，因地制宜扩大耕种面积。目前，该县已
投入380万元，修复山塘23口，修复水渠约5万米，修复
机耕路3万米；对缺乏劳动力的农户，22个农业合作社
和经营主体采取集中流转、代耕代种、联耕联种等方式
托管耕地。该县已复耕复垦土地面积4500余亩，按种植
双季稻算，年均可增产粮食约4000吨。

为确保整改抛荒问题不反弹，岳阳县还建立完善管
理责任制，乡镇（办事处）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具
体抓，驻村干部包村、村包组、组包户，责任到人。县委县
政府组织督查组分阶段督查考核，对利用抛荒地复耕复
种情况好的农户或经营主体，县政府给予每亩50元奖
励，对落实工作不力的启动问责。据介绍,该县已连续11
年蝉联国家和湖南省粮食生产先进县。

岳阳县抛荒地里刨“黄金”
盘活土地 4500 亩，年均可

增产粮食4000吨

湖南日报7月6日讯（记者 肖军 通讯员 米承实
周琳）近日，辰溪县孝坪镇进行了村级后备干部公开比
选，26名青年才俊入选。“镇党委将对他们重点培养，争
取明年换届时依法进入村级班子，为村级班子注入一股
活水。”7月6日，孝坪镇党委书记余学泉说。

孝坪镇是辰溪工业重镇、蔬菜种植大镇，近年来又
依托云箭集团的闲置厂房，打造特色兵工小镇，发展文
旅产业。但该镇村干部年龄在50岁以上的超过60%，30
岁以下的不足1%，且整体文化素质不高。

孝坪镇的问题，在怀化市各乡镇不同程度存在。为
破解困局、为乡村振兴储备人才，怀化市委制定了万名
村（社区）后备干部计划。辰溪县在孝坪镇先行先试，公
开比选村（社区）后备干部，重点从在外务工能人、高校
毕业生、致富带头人、退役军人等群体中选拔。经过笔
试、计算机操作、面试3个环节，最终26人成为孝坪镇
村级后备干部，其平均年龄为33岁，文化程度均为高中
及以上。

“我想用学到的知识反哺家乡。”1995年出生的石
伦毕业于湘潭大学，在外地任企业培训教师，这次回家
参加比选并入选。

对这次比选出来的后备干部，孝坪镇制定了相关培
养和管理制度，将采用备、用结合方式，让他们参与村级
事务处理，在实践中得到培养和锻炼。

为乡村振兴储备人才

辰溪公开比选村级后备干部

破解扶贫领域“老大难”
开展回头看、回头查，已督促整改到位7180个问题

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
已全面消除“空白村”，今年总收入将突破1200万元

株洲组织“大手牵小手”
企业配套对接活动

首场对接会签下10亿元采购订单

湖南日报7月6日讯（记者 宁奎 通讯员 张红）从
永定区的青山绿水到土家风情园里的烟火气息，从硬核
菜五花腊肉到茅岩河边的莓茶……7月4日晚，“湘农荟
大直播”永定专场现场，张家界市永定区委副书记程漫
身着土家服饰，变身“带货达人”，与广大网民一起云游
张家界山水，赏味土家美食。

“给大家安利我们永定区的‘大宝贝’张家界莓茶。”
在直播现场，程漫为自家产品实力“打CALL”，接地气的

“带货”方式，让网友们有了更浓的兴趣去沟通交流、了解
产品。

除张家界莓茶外，永定区的宝藏美食——老八区五
花腊肉、手工香肠、龚康辣椒王也备受网友喜爱。

“给大家‘安利’我们永定区的一款美食”“辣椒酱，
可以说味道很上头！”“大家下单吧！”……据统计，湘农
荟永定专场人气火爆，实现总体综合观看流量 1800.5
万人次，线上线下实现综合销量145.7万元。

“湘农荟大直播”
永定专场引来百万订单

张家界

衡 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