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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湖南日报9月1日讯（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何清隆）“我们区自2011年起已连续9年无一起农
民工工伤事故赔偿上访投诉，亿元单位产值农民工
上访投诉率5年来全省最低，农民工工资保函保付
金额超过全省建设项目同类保函保付金额总和的
60%，单个工资保函保付金额达8384万元，创全国
之最，提前4年达到国务院2020年实现农民工工
资基本无拖欠的目标。”近日，长沙高新区相关负责
人向记者透露。

近年来，长沙高新区坚持以“治欠保支”三年行
动为抓手，以落实“七项制度”为重点，标本兼治，惩
防并举，着力构建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代化治
理体系，新报建项目已连续5年保持农民工集体上
访讨薪零投诉。

今年，长沙高新区共铺排各类建设项目261
个，建设从业人员超5万人。为保障好建设从业人
员的权益，该区把实名制、分账制、专用账户、总包
代发、银行代发等“七项制度”作为根治欠薪的重中
之重，通过源头落实+日常监管，使每项“硬制度”都

“过得硬”，还联合金融机构创新了“农民工工资支
付保函”等特色做法。

“政府相关部门会提前介入，指导企业一开始
就落实‘七项制度’，项目一开工就规范管理，要求
缴足农民工保证金后才准予办理工伤保险，解封农
民工保证金时必先核实无欠薪行为。”该区建设局
负责人表示。

同时，由于大多数工程项目建设周期长、环节
多，各类监管部门和农民工权益保障部门众多，为
统筹各方力量，高新区成立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
作领导小组，整合住建、人社、司法、综治、街道等条
块合力，加强与法院、检察院、公安和税务部门的沟
通对接，堵住欠薪领域的“跑冒滴漏”，实现了信息
共享、互通有无，切实解决了堵点、难点问题，形成
齐抓共治的善治局面。

通讯员 刘勋惠

8月，走进安仁县金紫仙镇源田村，但
见果树满坡、翠绿相间，阵阵瓜果清香扑鼻
而来。

一处葡萄园里，昔日的贫困户张朝武
正在葡萄架下辛勤劳作。5年前，他连片种
植了这片葡萄，今年盛产2万多斤，净赚12
万多元。

像张朝武这样“暴富”的贫困户，该镇
多达300余户。

金紫仙镇属于典型的贫困山区，17个
重点贫困村，建档立卡贫困户 2712 户
10608人，是郴州市贫困村最多、贫困人口
位居第二的乡镇。

艰巨的脱贫任务，是摆在全镇党员干
部及扶贫工作队面前的一道考题。

3年前，镇党委书记戴玲俐在坦峡村主
持召开“扶贫夜话”，就产业扶贫问计于民。

回乡探亲的乡贤谭玉民建议：“我闯南
走北20年，也算是见过世面。根据村里的

水利条件、生态环境和地理位置，我认为水
产养殖大有可为……”

会后，戴玲俐与谭玉民彻夜长谈，鼓励
他回乡创业。翌日，又带领相关人员登门
造访，希望他留下来牵头组织成立牛蛙养
殖专业合作社。

戴玲俐的诚心感动了谭玉民，他毅然
辞去在广东担任的牛蛙养殖技术顾问，回
到家乡风风火火地干了起来。

在扶贫干部及村民的大力支持下，20
亩水面牛蛙养殖风生水起，在去年丰收的
基础上，今年前7个月已出栏200多万斤，
赢利2600多万元，带动村里90户贫困户
致富。

“多到群众中去查找贫穷病灶，就能对
症下药，根治痼疾。”该镇掀起“大走访、大
查摆、大整改”热潮，利用“院坝会”“板凳
会”等灵活多样的形式，举办“扶贫夜话”

“党群夜谈”480多场次，检视问题310余
条。

为培育贫困户的“造血功能”，增强他

们的致富本领，全镇1300多个帮扶责任人
深入24个村（居），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因
势利导攻坚克难，着力在“村有主导产业、
户有增收项目”上下功夫。

从特色种养业到林特产业，从生态农
业到红色旅游，全镇96%以上的贫困户参
与到产业发展中来。60余家龙头企业采
用“公司+合作社+农户”运作模式，辐射带
动388个村民小组的贫困群众直接或间接
受益，形成完整的利益联结机制。

建档立卡贫困户宋检保早年丧父，四
兄弟都患有侏儒症，靠政府残补和低保救助
维生。他所在的坪塘村将其作为重点帮扶
对象，量身定做生猪养殖。猪舍选址、资金
争取、仔猪引进、技术指导等，镇村干部及驻
村扶贫工作队一环紧扣一环地予以帮扶。

宋氏兄弟走出了贫困，连续3年生猪
出栏均在300头以上。他喜不自禁地与村
民打趣道：“我宋检保是帮扶干部给我捡了
个宝，我的存款现在是6位数，再过两年，上
升到7位数不是梦。”

湖南日报9月1日讯(记者 向莉君 通讯员 彭杰)
8月30日上午，来自重庆市秀山县的张鑫一家老小8
人，在龙山县里耶镇海拔1200多米的空中草原——八
面山景区，住帐篷、骑马、吃烤全羊……玩得不亦乐乎。

“我们看到龙山县在八面山举办帐篷节、登山赛、
自行车赛，上面的民宿也搞好了，一家人就开车过来
玩。这两天，从老到小，个个玩得很嗨。”张鑫告诉记者。

8月25日，农历七月初七，七夕节。当晚，八面山
云顶帐篷节引来各地近1000名游客。搭建了500多
顶帐篷的小山窝里，精彩的七夕星空音乐会为节日助
兴，一曲曲充满浓郁湘西风情和土家元素的歌曲让游
客们沉醉其中。来自张家界的土家族歌手歌梅拉组合
演唱由土家族民歌改编而成的《我和妹妹呀得儿喂》，
把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原唱山水组合演唱网红歌曲

《你莫走》时，台上台下一起唱，将大家的激情点燃，巨大
的声浪在星空下飘向远方。

26日举行巅峰湖南·六大名山登山赛八面山站比赛，来
自贵州、广东、安徽等15个省份的200名登山爱好者，从里
耶镇秦简博物馆出发。14.4公里赛道，海拔从200多米上升

到1200多米，一路风景、一路风情。来自郴州的登山爱好者
欧湘郴和王志红夫妻感叹：“赛道太经典、太美，比赛太有挑
战性，明年我们还会来参赛。”

27日，“大美里耶·云端上的骑行”龙山县八面山自
行车邀请赛举行，运动员也是从里耶秦简博物馆出发。
到达半山腰后，云海覆盖着里耶古镇和周围的村庄，大
家置身云端。

龙山县委副书记、县长时荣芬告诉记者，八面山是
避暑与看云海、看日出日落的绝佳之地，小木屋、悬崖
酒店、户外探险等旅游项目与新产品将陆续开发出
来，让游客们获得不一样的体验。

龙山县里耶古城旅游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长彭官忠介绍，这次三大活动引爆八面山景区，引来游
客上万人。

湖南日报9月1日讯（记者 上官智慧 通讯员 黎
治国）“桑植白茶、蜂蜜、猕猴桃等特色农产品，绿色健
康，欢迎大家下单。”8月28日，桑植县农产品带货达
人谷思钰在县电子商务中心直播间里，热情推销当地
特色农产品。

在县里大力推动下，桑植县电子商务中心历经4
年发展，入孵企业17家，入孵产品50余个，总交易额
达25亿元，其中茶叶、粽叶、腊肉、蜂蜜等农产品交
易额多达8亿元，成为桑植农货出山重要渠道之一。

脱贫攻坚中，为发挥好电商作用，桑植县大力推进
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建设，相继建成大数据
分析统计中心、农产品检测中心、产品展示中心，以及
县域“京东扶贫馆”、区域公共品牌“淘宝店”“天猫旗
舰店”等平台，孵化高标准网店158家，培训、孵化农
村电商6172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群众1273人。对
当地主打农产品品牌“桑植白茶”，县电子商务中心
还建设专门的销售通道。“桑植白茶”厂家收购的鲜
叶近一半来自当地贫困户，解决了茶农销售难题，还
带动9200余贫困劳动力就业。

今年，桑植县继续扩大电商销售范围，年初推出“源
来桑植”县域公共品牌，推进产品系列化、标准化和规范
化建设，让更多桑植农产品走出去。数据显示，今年来，
通过电商带动，全县有1.2万户贫困户实现增收，共销售
农产品1.8亿元，其中“源来桑植”县域公共品牌产品销售
额为1.35亿元。

如今，桑植
县电商综合服务
站点已实现贫困
村全覆盖，它们
集代购代销、收
发快递、费用缴
存、小额存取、职
业介绍等便民服
务功能于一体，
打通乡村物流“最
后一公里”，让电商
发展惠及更多贫困
群众。

湖南日报9月1日讯（记者 彭婷 通讯员
朱思遥）近日，一则好消息在湘潭高新区时变通
讯科技有限公司传开：该公司顺利完成法人变
更，这是全市首例内资企业变更为外资企业，并
由外籍华人担任法人的案例。

受限于成立之初的政策，起初，发起时变通讯
投资的外籍华人不能担任公司法人，企业也无法注
册为外资独资企业。今年，公司准备扩大规模，恰
逢《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颁布实
施，让企业负责人信心十足，他计划一次性解决“身
份尴尬”，为今后发展打牢基础。

然而，今年工商部门线上系统迟迟没有更
新，政务系统网上办理端口也没有开启，这项原
本可以“马上办”的线上业务，一时间没了着
落。无奈之下，企业只好到湘潭高新区政务中
心寻求帮助。

“线上不行，我们就向上反映请求支持，争取
给你们一次就办好！”该区政务中心迅速与上级工
商部门对接，并指派专人对接业务，全程给予指
导。两天后，企业法人变更顺利完成。

“这是我省第一例同类业务，也推动了线上
办理系统的更新和完善。”湘潭高新区相关负责
人介绍，今年来，该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
简政放权，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
建设，共梳理“一件事一次办”服务事项 106
个。推进“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审
批服务，开发设计高新区政务服务旗舰店，让

“最多跑一次”服务理念变成现实。

湖南日报记者 黄柳英
通讯员 谢助民

8月29日，天刚亮，年逾花
甲的易永松夫妇走到自家的牲
口棚，依次打开各扇木门。霎
时，牛羊争先跑出，沿着山路向
上觅食。20头香猪在圈中饱
餐了一顿，也吭哧吭哧跟出去
溜达溜达。

草尖上的露水润湿了一
小片裤腿，夫妻俩没在意，心情
好，一笑，脸上绽开幸福的笑
容。“这些都是‘心头肉’，每天
都要精心伺候着。”

搞养殖，老易有绝招。
下午4时，老易站在路口，

不一会儿，猪们从远处走回
来。“每天这个时间准时喂猪，
不用吆喝，5里多路，小猪自己
会回‘家’。”

连猪都能驯聪明，牛羊更
不在话下。果然，5时许，牛羊
成群结队下山来了。

老易真牛！村民们佩服他
的“牛本事”，附近的养殖户除
了佩服，还想跟他学上一两招。

三年前，老易还是村里有
名的贫困户。他家所在的东安
县新圩江镇大浪村，是东安县
最偏远的山区村之一，山多地
少，自然条件差。由于家穷，儿
媳妇丢下幼女远走高飞。从
此，老易走路都直不起腰。

好在手艺在，心气在。在
扶贫工作队引导下，60多岁的

牛倌老易重出“江湖”。赶上了
精准扶贫，这次，要把养殖做成
产业！空旷的后山上，一座7
间的牛棚应运而生。

有技术，有牛棚，奈何没有
钱。老易年过花甲，不符合扶
贫贷款条件。工作队想方设法
联系农商行，解决了担保小额
信贷，为老易筹集了4万元，买
回5头小牛犊和1头母牛。

老易看得远，“冬天一到，
满山青草枯萎，过冬饲料怎么
办？”

扶贫工作队和帮扶责任
人合计，一边让老易趁秋收季
节多储备稻草，利用荒地种些
青饲料，解决越冬问题，一边购
买2公斤牧草种子送来，让他
来年开春试种。

众人拾柴火焰高，老易家
的日子红红火火。经过近3年
的发展，养殖场扩大了规模，已
养殖20头牛、30多只山羊和
20多头香猪。

听说它们是放养山林、喝
山泉水长大的，七里八乡的顾
客口耳相传，纷纷上门购买。

8月前，老易已经卖了3.2
万元，预计年底还可收入5万
余元。算上儿子务工收入，全
年收入13万元。

2018年，老易摘掉了贫困
帽。家里好事连连，不仅享受
危房改造政策，建了新房，更让
老易开心的是，儿子把儿媳妇
带回家，一家人又团圆了。

龙山八面山，游客玩得嗨
举办帐篷节等三大活动，引来上万人

桑植电商兴，农货飞出山
今年已销售农产品1.8亿元，带动1.2万户贫困户增收

长沙高新区
“护薪”暖人心

连续9年无一起农民工
工伤事故赔偿上访投诉

两天，内资企业变更为外资企业

湘潭高新区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金紫仙镇：村有主导产业，户有增收项目

牛浪山林猪散步
“牛人”出山全家福

水稻栽种试验
9月1日，龙山县石羔街道干比社区试验田，科技人员在观察和记录水稻成熟

期的生长状况。这次进行的水稻栽种试验属湖南省水稻省级品种区域试验，约
300个水稻品种，占地约150余亩稻田，在该县石羔街道干比社区和泗坪村分两
片进行。 曾祥辉 摄

农民晒谷 村里腾地
9月1日早晨，城步苗族自治县蒋坊乡铺头村文化广场，农民在摊晒收获的稻谷。时下，该

县秋季农作物进入收获期，各村（居、社区）在不影响办公的前提下，主动腾出文化广场等村级活
动场所，方便农民晾晒谷物。 严钦龙 吴小艳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记者 聂沛
通讯员 颜纯 陆意

“‘阳光玫瑰
’葡萄皮薄无核，
香甜可口，欢迎
大家前来品尝购
买”“茶油酥薄月
新品上市，绿色、
健康，吃起来松
软不腻人”……

8 月 31 日上
午，衡阳市消费
扶贫月系列展销
会在蒸湘区火热
开幕。现场，南
岳云雾茶、台源
莲子等 300 余种
衡阳本土特色农
产品让人目不暇
接，还有湘西花
垣县、新疆吐鲁
番鄯善县的特色
农产品参展，每个摊位前挤
满了前来选购的群众。

骄阳似火，挡不住大家
“买买买”的热情。不少农特
产品刚上架就被抢购一空，展
销商不得不临时调货“补仓”。

展销会另一边，一些网
红主播利用抖音、快手等平
台进行直播带货，把衡阳土
特产卖到全国各地。

“我们采用‘全网乡镇
长直播带货+大型广场展
销+大客户订单采购’等方
式，让更多人了解、熟知、认

可衡阳好货。”衡阳
市扶贫办相关负责
人介绍，此次展销会
还推出“衡阳有好
货”之“衡阳有好酒”

“衡阳有好茶”等系
列活动，线上线下结
合，助推衡阳消费扶
贫。

展销现场销售火
爆，衡阳市消费扶贫
公共服务平台也正
式揭牌运行。

据介绍，该平台不
仅集中展示农特产
品，还采取“订单农
业”模式，推动参与
消费扶贫的各类市
场主体与贫困地区
精准对接，打通从生
产端到销售端、从农
村到城市、从田间到
餐桌的渠道，更好推

动贫困地区农产品“出山进
城”。

“平台内所有产品都贴有
溯源码，消费者可用手机扫描
二维码，追溯产品源头，安心
购买。”衡阳市消费扶贫公共
服务平台相关负责人说。

消费扶贫，是帮助贫困
群众增收脱贫的重要方式
之一。今年来，衡阳市克服
疫情影响，线上线下结合，
深入开展消费扶贫，助力脱
贫攻坚，已帮助贫困户销售
农副产品5.23亿元。

﹃
买
买
买
﹄
碰
上
﹃
卖
卖
卖
﹄

—
—

衡
阳
消
费
扶
贫
月
系
列
展
销
会
见
闻

湖南日报9月1日讯（记者 郑丹枚 通讯员
宁如娟 曾少石）8月31日，记者从邵阳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获悉，今年上半年，邵阳市新增市场主体
23250户，同比增长30%，增速居全省第二，市场主
体总量达到32.93万户。

据了解，今年来，邵阳市市场监管局全面提高
市场准入便利度，积极优化办事流程、畅通办事渠
道，充分利用网上办、自助办、掌上办、邮递办、咨询
办等途径，最大限度做到不见面审批；落实“一件事
一次办”商事制度改革，大幅压缩办理时间，实现申
请资料齐全、合法的个体工商户登记当场办结，企
业设立登记、特种设备使用登记时限由法定15个
工作日压缩至1个工作日，食品生产许可、食品经
营许可时限由法定30个工作日压缩至10个工作
日，第三类医疗器械批发经营许可证时限由法定
40个工作日压缩至15个工作日。

疫情防控期间，邵阳市市场监管局充分利
用“承诺审批”“上门审批”“容缺审批”等特殊政
策支持，进一步压减审批环节、资料、时间。对
基本条件具备、关键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
但非关键材料欠缺的行政审批事项，推行容缺
受理审批。今年上半年，共为92家企业快捷核
发许可证，其中医疗器械企业32家。

邵阳半年新增
市场主体23250户

同比增长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