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确立“一区四园”格局 实行“三级联帮”服务

招商引资有妙招桂阳

乡村振兴纪实

经汉寿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汉寿县宝塔河棚户
区（城中村）芙蓉东路延长线建设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已具
备公开招标条件，招标人为汉寿县金诚城市建设投资经营有
限公司，投资额约3212.022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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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
web/）、《湖南日报》、《常德日报》和常德市人民政府网。

汉寿县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
2020年7月14日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经临澧县建设工程招标投标事务中心审核，金色瑞城商住

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EPC）已具备公开招标条件，招标人为常
德金和置业有限公司，投资额约21451.39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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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澧县建设工程招标投标事务中心
2020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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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7月14日讯（记者 颜石敦 通
讯员 谭剑 李卓林 邓琴）在日前举行的湖
南-长三角经贸合作洽谈周郴州招商推介会
上，桂阳县共签约重大项目8个，涉及智能家
居、风电、冷链物流等行业，总投资达 78 亿
元。其中，广州康耐登家居用品项目总投资7
亿元，将落户该县家居智造产业园长富片
区，项目建成投产后可实现年产值 10 亿元，
年创利税5000万元，解决500人就业。

桂阳县结合当地优势资源和特色产业，优

化工业园布局，形成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
新创业园、有色科技产业园、家居智造产业园、
芙蓉食品药品产业园“一区四园”发展格局。该
县精心组织招商，成立招商小分队，由县主要领
导带队前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开展“点对
点”上门招商。去年以来，该县签约项目33个，签
约金额达132.4亿元，履约率100%。

该县大力实施“桂商回归工程”、“蓉聚大
湾·共创共赢”粤港澳大湾区桂阳商会发展峰会
等活动，以乡情亲情为纽带，构建引资桥梁。东

莞桂阳商会会长周劲松利用多年在广东家具行
业积累的人脉，2017年7月促成湖南（广东）家
居智造产业园落户桂阳。这艘家居“航母”总投
资200亿元，拟引进家居企业100家以上。

项目引得进更需落得下。桂阳实行“三级
联帮”服务机制，明确每个项目由1名县级领
导、1名县直单位主要负责人、1名园区干部组
成工作组，从合同洽谈、规划选址到手续报批、
征地拆迁等全程代办。县委、县政府主要负责
人，每周轮流对项目推进情况进行一次调度，

协调解决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受益“三级联帮”
机制，目前，湖南（广东）家居智造产业园第一
批10个项目竣工投产，首家入园的楚荣家具
厂从签约到落地投产只用了半年。

湖南日报7月14日讯（记者 郑丹枚 通
讯员 容利民 刘昭云）7 月 10 日，邵东市牛
马司镇康汇服装厂生产车间内，缝纫机“嗒
嗒嗒”响个不停，100 余名工人飞针走线，将
一块块布料缝制成衣。该公司是一家劳动密
集型企业，可提供就业岗位300个以上。

“在这里工作，既能增加收入，又能兼顾家
庭，平时再干点农活，收入很可观！”芦塘村贫困

户肖京红说，她的丈夫患病多年，家里生活困难。
如今，她在工厂上班，一个月能赚3000多元。

邵东市立足本市箱包、鞋业等劳动密集
型企业数量多、产业规模大的优势，推动就业
扶贫车间建设，对符合条件的扶贫车间在场
地租赁、设备采购、人员培训等方面给予奖
补。包括对扶贫车间给予一次性补助 2 万至
10万元；对购买加工箱包的电动缝纫机每台

补助1500元，新购其他加工设备按购置价的
30%予以补助；对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开展
以工代训的扶贫车间，根据就业人数，每月每
车间给予2000至4000元的培训补贴。

同时，邵东市鼓励村集体和企业合办扶
贫车间，支持扶贫车间租赁民房、村集体闲
置房屋等方式降低扶贫车间建设成本，出台
税收优惠政策，市级留存部分的 50%奖励给

村集体，50%奖励给扶贫车间。
当前，邵东市通过“企业+扶贫车间+村集

体+贫困户”“农村专业合作社+扶贫车间+基
地+贫困户”“电商+扶贫车间”“送货上门居家
式”等模式，推动扶贫车间多样化、多元化发展。
全市已新建扶贫车间132个，实现26个乡镇（街
道、场）全覆盖，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5130人，
其中贫困劳动力2196人，年均增收2万元左右。

株洲加大交通顽瘴痼疾
清零力度

湖南日报7月14日讯（记者 戴鹏）7月 14日，记者从株
洲市交通问题顽瘴痼疾集中整治行动推进会获悉，该市要求
各级各部门拿出最硬举措，逐个击破各类交通顽瘴痼疾。

经过 7 个月集中整治，株洲市道路基础设施进一步完
善，交通参与者守法意识不断增强，路面交通秩序不断优化，
交通安全形势持续向好。今年以来，株洲市共发生一般程序
道路交通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受伤人数、财产损失等，同比
分别下降 27.63%、23.3% 、32.1%、13.66%，全市未发生较大
交通安全事故。

当前，距离集中整治阶段结束还剩 2 个月，株洲还面临
“两客一危”车辆安全监管、超限超载治理、风险路段治理等
方面难啃的“硬骨头”和难治的“牛皮癣”。对此，株洲市紧盯
目标任务，要求市直相关部门和各县（市、区）对照工作任务，
列出时间表、路线图，倒排工期，集中精力将交通问题顽瘴痼
疾隐患全面清零。

“城市版”和“乡村版”防控模式同时发力

衡阳推出县域警务
“十大防控模式”
湖南日报7月14日讯（记者 唐曦 通讯员 李钢彪）近

日，衡阳县三湖镇一名10岁男孩，因贪玩骑自行车外出后失
联。三湖派出所接警后，一边通过天网、社会视频等线索查
找，一边派出警力分组展开搜寻。经过5个多小时努力，终于
在几十公里外的渣江镇找回这个小男孩。

短时间内快速找到走失人员，是衡阳市城乡警务“十大
防控模式”全面铺开的成效体现。据介绍，今年衡阳市公安局
充分考虑县域是由城市和乡村两大部分组成的客观实际，将
县域警务分为城市警务、乡村警务“两大版块”同时发力，提
炼出城乡“十大防控模式”，为“平安衡阳”建设再加码。

其中，“城市版”防控模式包括完善“一圈五网”防控、完
善“城市快警”巡防、完善“网格警务”管理、完善“短平快”常
态清查和完善“平战结合”处突等内容，尤其要打造“环衡防
控圈”安全屏障，构建覆盖严密、智能感知的街面防控、社区
防控、单位内部防控、视频监控、虚拟社会防控 5 张网络，完
善现代化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该市还将进一步创新街面
街巷专群结合等级巡防勤务，全面落实城市社区网格“1+N”
机制，把城市警务全面覆盖延伸到社区和网格，提高防范震
慑和打击现行犯罪能力。

“乡村版”防控模式则包括完善“村组自治”管理、完善“五
个一”打防、完善“双列管”管控、完善“多元化”调处和完善“候
鸟式”守护等内容。该市将建立“党政主导、公安主打、村组主
责、群众参与”的“村组自治”体系，落实“一所一流动警务队、
一村一警务室、一村一辅警、一组一治保员、一村一义务巡逻
队”的“五个一”新型乡村治安防控模式。同时，针对乡村实际
做实乡村“节点警务”，依托各类主题宣传日和乡村集市日、过
年过节等人员大规模聚集的重要时间节点，安排城市公安机
关支援农村，党政干部轮班上阵，加强治安、交通安全守护工
作和法制宣传、安全防范宣传工作，确保节点平安。

湖南日报记者 邹娜妮
通讯员 杨纹漪 余宏

蓝色的牛仔裤已被洗得发白，和白色上
衣一样沾满了泥土，因为常年放羊，皮肤被
晒得黝黑。7月 11日，在冷水江市铎山镇红
安村，“羊倌”阳跃旭趁着天晴，将90余只山
羊赶上山，羊脖上系的铃铛发出清脆响声。

“天天陪着这些山羊，不回家看看崽？”
路过的村民上前攀谈。

“养好羊，挣了钱，才能让家人过好日
子嘞。”阳跃旭笑起来，养殖的活计虽繁重，
但也让34岁的他重拾对生活的希冀。

过去，阳跃旭一家 5 口挤在一间不到
20平方米的房子里，父母体弱多病，妻子患
有残疾，家庭的重担全都落在他的肩膀上。
为了照顾家中老少，他除了干农活，只能打
零工补贴家用。

2017 年，一家人享受易地扶贫搬迁政
策，搬进红安村易地搬迁安置点。75平方米
的房子宽敞明亮，极大改善全家的生活压
力，也给阳跃旭注入“强心剂”，自主创业脱
贫的想法愈来愈强烈。

为寻求种植养殖的好路子，阳跃旭钻
进农家书屋翻看农业书籍，萌生养羊的念
头，用10只山羊开启致富路。他每天起早贪
黑，一边继续打零工一边学习养山羊。随着
山羊越养越多，他背着被褥行李，独自一人
住进山上临时搭建的木屋。当年，阳跃旭顺
利摘掉了“穷帽子”。

伴随晨曦而起，他会提前做好一天的
饭菜，中午就着剩菜吃饭，晚上多以面条充
饥。在木屋的饭桌上，白菜豆腐是常见菜。

“一点都不觉得苦，靠双手脱贫致富，这样
的生活有奔头！”午间天气炎热，阳跃旭擦
掉额头的汗水。

“阳跃旭特别能吃苦，特别有上进心。”
铎山镇易扶办干部刘丁说，在当地政府和
帮扶干部的支持下，他利用村里闲置土地
扩大规模，养殖的羊超过90只，成为名副其
实的“羊倌”。“每天看着这些山羊，我就打
心眼里开心。”阳跃旭说，今年的纯收入预
计突破7万元。

读书打开了创业思路的阳跃旭，依然
保持着去农家书屋阅读的习惯，几本与养
山羊有关的书已被他翻旧。听到镇上、村里
组织贫困人口就业培训，他一定会参加。

致富不忘回报乡梓，村民上门请教，他
不仅低价出售小羊羔，而且免费提供技术。
在他的鼓舞下，贫困户阳跃文买来 11 只羊
羔，加入养殖脱贫队伍，“阳‘羊倌’是个热
心人，手把手教我搞养殖。他说的有道理，
脱贫不能等靠要，只有勤奋劳动，日子才会
越过越好！”

宁远全力抗旱自救
湖南日报7月14日讯(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欧阳友忠

李芳)7月14日，烈日下，宁远县柏家坪镇王家冲村抗旱小分
队正忙着对水渠清淤、补漏，以便引水灌溉受灾的 400 亩稻
田。在柏家坪镇，28个抗旱小分队采取电排抽水、清理沟渠、
修复水毁工程等措施，力保干涸稻田喝上“救命水”。

据了解，截至目前，今年宁远县水利工程蓄水量较往年
同期偏少3成以上，20个乡镇(街道)260个行政村因旱受灾，
受灾面积 3.866 万亩，直接经济损失 2250 万元以上。如无有
效降水，旱情将继续发展，严重影响农业增产增收、群众生活
用水。

面对严峻的旱情，宁远县委、县政府树立“防大旱、抗长
旱、救大灾”的思想，把抗旱救灾作为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
千方百计降低损失。县委主要负责人深入抗旱一线，指导组
织受灾乡镇做好抗旱工作。实行县、镇、村三级联动，组建村
级抗旱小分队，发动村民积极开展抗旱自救。全面摸排水库、
渠道运行状况，及时修复受损抗旱灌溉设施。多方位开辟水
源，采取现有古井提水、机械打井提水、拦河筑坝提水等办法
用好用活现有水源。积极筹措抗旱资金，全力落实农机具购
置补贴。坚持“先生活、后灌溉”的原则，优先保障城乡居民用
水。根据旱情的发展，农业、水利、农机、财政、电力、气象等部
门将提前落实有效的应对措施，坚决打赢抗旱攻坚战。

扶贫车间模式多
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5130人,其中贫困劳动力2196人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李梦湖 谭胜

7 月 9 日，记者从郴州城区驱车一个多
小时，沿着九曲十八弯的盘山公路，来到苏
仙区良田镇大山口村。村委会门口，一场卫
生健康宣传活动正在举行，“来根叔”穿着
黄色衣衫，挤在村民中领取资料。

今年 63 岁的“来根叔”全名叫黄来根，
一辈子生活在大山里。由于家境贫寒，他一
直未能成家。

随着年龄增长，黄来根逐渐患上关节
炎、痛风、眼睛高度近视等疾病。村里考虑

他的实际情况，给他办理了五保，并在2014
年将他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下一次雨
就要洗一次被子。”说起过去居住的旧房
子，黄来根感触很深。2016 年，扶贫工作队
为他争取到 4.2万元危房改造资金，帮他将
破旧的土坯房进行了改造。2017年，黄来根
搬进了新家，“以前腿脚不方便，吃水要去
井里一桶桶挑，搬了新家后，通了自来水，
房子也好住，生活方便多了。”

天有不测风云。去年黄来根耕地时，不
小心挥起锄头挖到了自己的脚，被乡亲送
到医院治疗。作为特困户，治疗近 10 天，近

5000元医疗费全部报销。“看病不用自己掏
钱，我这多病的身体多亏了现在的好政
策！”黄来根感激地说。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今年，扶贫
工作队将黄来根承包的 4 亩地进行田埂硬
化，给他安排 4000 余元产业帮扶资金。黄
来根种植水稻、玉米、红薯，养了禾花鱼和
30多只鸭，收益不错。

黄来根无儿无女，每当看到帮扶人员
来家里忙前忙后，心里十分感激。“他们待
我像亲人一样。”黄来根说，他3年前就摘掉
了贫困帽，趁现在还能动，要努力把生产搞
上去，把家底攒厚点，无忧无虑度晚年。

湖南日报7月14日讯（记者 张
颐佳 通讯员 罗向好）今天，记者从
长沙市开福区蓝天保卫战二季度工
作讲评会议上获悉，截至 7月 13日，
开福区两个国控站点伍家岭和沙
坪，空气优良率超过 93.3%，同比增
加约30天，PM2.5、PM10、臭氧等主
要污染物年均浓度数值同比明显下
降。上半年，开福区空气优良指数蝉
联内5区第一位。

今年以来，开福区实施挂图作
战，精准治污能力稳步提升。对餐饮
企业、裸露黄土、加油站、汽修厂、印
刷包装企业、在建工地和建筑垃圾
消纳场、其他涉气企业、非道路移动
机械等 8 类主要污染源全面摸清底
数，共录入污染源 1360 处, 分门别
类实行清单管理；16 个街道全部完
成污染源核查，对发现的115个问题
及时跟进、各个击破；监管执法力度
持续强化，以“六控十严禁”为抓手
和重点，上半年共开展执法2327次，
督促整改问题 3584 个，立案处罚
1342件，罚款 323万元，形成了强大
震慑作用。

采菊望云下
湖南日报记者 肖霄

眼下，正值菊花采摘旺季。连日来，三都
河畔、望云山下，隆回县羊古坳镇羊古坳居
委会的200亩菊花基地，白色的七月菊成片
盛开。花丛中，20 余名贫困户来回穿梭，采
摘鲜菊花，基地负责人彭中勋在一旁指导。

彭中勋是羊古坳镇刘家排村人，1992
年南下广东打拼，事业有成后不忘家乡，连
续7年慰问家乡60岁以上的特困老人，并向
羊古坳镇中心学校捐赠 20 余万元，奖励优
秀教师和资助贫困学生。为助力精准扶贫，
实现乡村振兴，2017年，彭中勋回到羊古坳
镇，成立中潇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先后
投资荷花种植、烤烟种植等产业扶贫项目。

羊古坳镇是一个超级稻小镇，由于种植
超级稻劳动强度大、技术要求高，部分因病
致贫、年老体弱的贫困群众力不从心、难以
从中受益。2019年，羊古坳镇党委政府决定
引进市场前景较好的菊花种植加工项目，以
就业稳脱贫。当时，彭中勋苦于荷花基地就
业岗位少，正在寻找惠及更多乡亲的项目，
双方一拍即合。

今年 3月，彭中勋在羊古坳居委会和寨
石村先后流转田地260余亩，种上七月菊。同
时投资400万元，在三都河建立菊花茶加工
厂，形成种植、加工、销售一体化的菊花产业
链。如今，公司已吸收当地80多名贫困劳动
力就业，今年人均增收预计可达2万多元。

“彭老板建菊花基地，就是为了帮助我
们这些老人家和需要照顾家庭、不能外出打
工的村民。我在菊花基地务工，每个月有
2500 元的收入。”羊古坳村 8 组贫困村民刘
素娥说。今年 72 岁的刘素娥因儿子重病去
世，一家人断了生活来源，生计艰难。今年 3
月，彭中勋邀请她到菊花基地工作，从事除
草、摘花、选花等工作。

“前段时间我们去了安徽黄山学习菊花
种植技术，接下来我们将试验金丝皇菊、大
皇菊的种植，做大做强菊花产业，带动更多
村民脱贫致富。”彭中勋说，公司计划在望云
山下扩种 5000 余亩菊花，还能带动周边乡
镇菊花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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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根叔”脱贫后又有新打算
把生产搞上去，把家底攒厚点，无忧无虑度晚年

“羊倌”脱贫不忘本

农民当主播 直播成“农活”
7月13日，隆回县金石桥镇上花园村一线情农业蜜蜂养殖基地，养殖户将直播设备架在田间地头，向粉丝们直播介绍蜂蜜的制作过

程。随着“直播带货”线上销售模式兴起，越来越多的农民当起了主播，他们开通抖音直播带货，宣传绿色有机农产品，把线上流量转化为线
下销售量，在网上销售农产品。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老百姓的故事

邵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