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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罗坤

10 月下旬，位于邵阳市新邵县金
龙山深处的小河村，7万棒黑木耳菌棒
刚刚完成栽种，黑木耳生长尚需时日。
虽然眼下还没有收成，小河村家家户户
的收入仍每天增长，脱贫成效日渐巩
固。“这都是托电力部门的福。”小河村
村支部书记刘泽荣笑称。

10 月22日，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
公司举行扶贫工作“媒体开放日”，向记
者们展示了如何依托电力建设优势，帮

助贫困村实现脱贫增收。
小河村曾是省级深度贫困村，贫困

发生率曾高达30.7%。国网湖南电力驻
村帮扶工作队入驻后，大力发展茶叶和
黑木耳产业，成功帮助小河村脱贫摘
帽。

“茶叶采、制主要集中在 4 月至 8
月，黑木耳采、制主要集中在11月至来
年4月。”刘泽荣告诉记者，一年中大约
2个月时间为农闲时节，由于时间较短
不适合外出打工，农闲时村民们基本无
收入来源。

国网湖南电力发挥电网企业的技

术和专业优势，加强了村中电网光伏扶
贫项目配套电网建设，巧妙利用恒温、
恒湿的光伏大棚建成“农光互补扶贫车
间”，这个占地不到1.2亩地的车间除对
全村农产品进行晾晒、加工、储存外，还
同时发展电力新能源。2019 年小河村
村集体经济纯利润突破 20 万元，村民
人均年收入达1.2万元，其中，“农光互
补扶贫车间”的光伏发电量就为村集
体带来5万元收益。

“光伏扶贫收益稳定，运营可持续，
直接带动脱贫。”国网湖南电力表示，

“十三五”以来，公司在全省开通了光伏

扶贫项目接网绿色通道，全力服务光伏
产业发展，在有条件实施光伏扶贫工程
的贫困村，利用荒山荒坡、农业生产大
棚、园区厂房、学校屋顶、生产车间屋
顶、养牛棚顶等，建设村级光伏发电站；
光伏扶贫项目与易地扶贫搬迁相结合，
合理设计安装光伏设备；对不具备单村
建设条件的贫困村，因地制宜以联村形
式合建光伏扶贫项目。

统计显示，截至2020年9月底，我
省累计并网光伏扶贫电站 4131 个，并
网容量 86.38 万千瓦，结算发电收益
4.78亿元，受益贫困群众8.33万户。

电网光伏扶贫项目惠及8万多户
金中基

在许许多多的脱贫攻坚故事中，
扶贫干部与贫困户的爱情故事，往往
会被人们传为美谈。最近看到新湖南
客户端的一则报道《乡镇女干部嫁给
贫困户有错吗》，令人难忘又感慨。

女的是乡镇干部，男的是贫困户，
他们相恋结婚了。因为易地扶贫搬迁
引发“举报事件”，一波三折使这桩爱
情故事被人们知晓传播。

故事发生在通道侗族自治县溪口
镇画笔村。2014年8月，陆奇乐一家三
口被列入建档立卡贫困户。时隔3年，
扶贫春风荡漾着这个侗家山村，陆奇
乐一家被列为易地扶贫搬迁对象。正
当憧憬未来美好生活之时，有人举报
他家不符合条件，因而被取消搬迁资
格。原因是他与溪口镇政府干部陆玉
娟结婚，且买了房和车。

娶了女干部，就不能享受扶贫政
策？陆奇乐实在想不通。眼看希望破
灭，他无奈之下向上面反映情况。此事
引起了上级的高度重视。经调查核实，

陆玉娟所购买的商品房、小车，权属人
均为陆玉娟一人，系婚前财产，且登记
结婚时间在陆奇乐家核定为易地扶贫
搬迁对象时间之后，故不能以此为由
取消资格。调查组认为女干部敢嫁给
贫困户更是难能可贵，应该表扬。

由悲转喜，此事终得圆满解决，也
令人啼笑皆非。

女干部嫁给贫困户没有错，关键
是扶贫政策落地要鉴定准确。

脱贫攻坚是第一民生工程，关乎
广大贫困人口，实施政策必须精准无
误，特别是在识贫上要做到“不落一
户，不掉一人”。这桩干部嫁贫困户的
事例非常典型，虽几经波折，然是非曲
直终有定论。这样的结果，当事人满
意，人们对此纷纷点赞。这也反映了脱
贫攻坚战役，任务的艰巨复杂，“精准”
的重要突出。在干部与贫困户这种特
殊的关系中，倘若没有鉴别区分好，政
策实施就会出现偏差，带来的后果影
响是不言而喻的。

在中国这场伟大的脱贫攻坚战中，
改变了千百万人的命运，也包括爱情。

干部嫁贫困户，一波三折

湖南日报10月22日讯(记者 奉
永成 通讯员 范警元)今天，记者从省
应急管理厅获悉，在全面实现“马上办
网上办就近办、一件事一次办”目标
后，近日，省应急管理厅再次明确政务
服务管理事项权限和办结时间，将“放
管服”改革向纵深推进。

省应急管理厅明确，省厅权限内的
行政审批事项全部实现网上办理，进一
步压缩审批办结时限。将第一类非药品
类易制毒化学品（注：易制毒化学品分
为三类）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由原来
承诺的 30 个工作日缩减至 14 个工作
日，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建设项目安
全条件审查由原来承诺的30个工作日
压缩至19个工作日，其他类许可事项审
批办结时间进一步压缩，部分审批事项
时限缩减一半以上。生产企业安全生产
许可和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机构、安全评

价机构资质认可等审批事项设定为“最
多跑一次”，特种作业（含煤矿）操作证
的考核发证复审实现“零跑腿”。

主动简政放权，将“放管服”改革
向纵深推进。省应急管理厅将 27 类政
务服务事项集中入驻省政务中心，及
时调整下放行政审批层级，将年生产
规模12万吨（不含）以下金属矿山的安
全许可等18项行政许可事项审批层级
权 限 下 放 市 级 应 急 管 理 局 实 施 。

在突出“放”的同时，加强事中事后
监管。省应急管理厅制定加强下放行政
审批事项事中事后15条监管措施，对下
放的审批事项实现全时段、全过程监
督。依托湖南省“双随机、一公开”监管
平台，建立了覆盖全省应急系统检查对
象名录和执法人员名录子库，全面推行

“互联网+监管”，实现了“双随机、一公
开”在全省安全监管领域全覆盖。

省应急管理厅积极推进简政放权
27类政务服务事项集中入驻省政务中心、18项行政

许可事项审批权限下放、部分审批事项时限缩减一半以上

董红

2018 年 3 月，组织批准了我的申
请，派我到江华瑶族自治县东冲河村
驻村扶贫。当年，省直单位派出的驻村
工作队员中只有7名女性，51岁的我是
年纪最大的。

进村之前，我对各种困难做了心
理准备，但现实还是超出想象。从山脚
通往各村民小组，125 个回头急弯。40
岁以上村民普遍只有小学学历。走访
139户贫困户，我们用了2个多月时间。
常常是一早上山，下山已是深夜。有几
次，还在途中遇到了山体滑坡。

曾经，孩子上学是村里人最头疼
的问题。东冲河村到大圩镇有 10 多公
里，镇上的两所小学考虑到一至三年
级的孩子年纪小，要求走读。家长们只
能在镇上租房陪读，或者每天来回接
送。有个叫李睿的孩子，爷爷每天护送
他上学,因此耽误了家里的农活。这样
的情况，在村里很普遍。

李睿每次都喊我“董奶奶”，这孩
子虎头虎脑的，很可爱，让我想起了自
己的儿子。年轻时，我和丈夫都忙于工
作，儿子从幼儿园开始，就被送到托管
中心。托管中心有温馨舒适的环境、和
蔼可亲的辅导老师，我很放心。

在乡下也建个托管中心，消除家
长的后顾之忧！这个想法在我脑海中
闪过。我第一时间将这一想法与队长
戴新华交流，得到了他的支持。可是，

没场地、没资金、没老师，摆在我们面
前的是一道道难题。

我联系上长沙开福区一家连锁托
管教育机构，免费提供托管中心设计
方案。同时，争取教育、扶贫等部门的
支持，申请到大圩镇一小的5间宿舍和
湖南广播电视台初期建设资金 30 万、
每年运营资金12万的资助。2018年11
月，托管中心投入使用，取名“芒果家
园”。

5个房间，被改造成4间宿舍和1间
多功能活动室，每个房间都配备了空
调。聘请宿管老师和辅导老师，照顾孩
子们的生活起居、辅导家庭作业。此外，
还经常开展手工艺术品制作、国学知识
讲座等活动，丰富孩子们的课余生活。

我把这些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
只要一有空，都会带些零食过来转
转。他们开心地围着我，“董奶奶”喊
个不停。

“芒果家园”运营两年多来，累计
接纳了 42 个东冲河村的孩子，这些孩
子的学习成绩、生活习惯、个人性格都
有很大的改变。今年，听说村里有了托
管中心，6个在外打工的家长让孩子转
学回来。

在孩子心中播下一粒种子，日后
长成参天大树。扶贫工作是短暂的，我
们终将离开。但是，我希望“芒果家园”
一直办下去，成为山区孩子温暖的家，
成为他们走出大山、追寻梦想的舞台。

(作者系湖南广播电视台工作人员)

扶贫村里，
我成了42个孩子的奶奶

我的脱贫乡亲
——一线扶贫干部手记

湖南日报10月22日讯（记者 邓晶
琎 通讯员 陈晓雯）25 日起，全国民航
将进入冬春航季。海南航空今日发布消
息称，换季后将在湖南地区（长沙、衡阳、
邵阳）每周始发航班约150趟，并推出不
限次数乘机优惠机票。

换季后，海南航空在湖南地区将
新增长沙至南京航点，每周一、三、五、
日始发；换季后，海航在湖南航线可直
飞北京、天津、上海、杭州、重庆、宁
波、哈尔滨、西安、乌鲁木齐、海口、三
亚等城市。

海航介绍，换季后将推出“随心飞”
系列优惠机票产品。购买该产品的旅客，
可在2021年6月30日前（春运除外）不
限次数（不限工作日、周末）搭乘海航集
团旗下 12 家航空公司承运的任一内地
航班。旅客可通过海航官网或微信公众
号了解优惠详情。

海南航空每周在湘
始发约150趟航班

湖南日报10月22日
讯（记者 王晗）继湖南(长
沙)创建国家级车联网先
导区获批后，长沙智能网
联汽车产业发展再提速。
今天上午，城市级大规模
智能网联汽车示范应用在
长沙发布，长沙、株洲、湘
潭、岳阳4市共同签署《城
市级大规模智能网联汽车
道路测试及示范应用共建
倡议书》，为打造车联网发
展新高地再添助力。

倡议书明确，4市将在
智能网联汽车产业测试体
系、应用场景、技术标准、
商用示范、品牌活动等领
域合作共建，并建立智能
网联汽车联席会议机制，
进一步形成城市级智能网
联汽车应用示范效应及协
同发展模式。

2016 年以来，长沙市
按照“路、车、云、网”一体
化总体框架，以国家智能
网联汽车（长沙）测试区为
平台，搭建了国内一流的
全场景测试环境，先后开
通国内首条智慧公交示范
线，建成启用 100 公里智
慧高速和100平方公里城
市开放道路，打造智能网
联云控平台，发布“火炬计
划”和“头羊计划”，L4 级

（高度自动驾驶）智能驾驶
出租车、智能环卫、智能公
交、智慧物流、自动泊车等
场景规模化落地。目前，全

市已完成 139 个交叉路口智能化改造、
6500 余台重点车辆电子标识发卡、7×
24 小时无人测试场建设及 73 条公交线
路、2072 辆公交车智能化改造，应用示
范向城市级迈进。

湖 南 湘 江 新 区 管 委 会 副 主 任 凌
勤杰介绍，未来 3 年，长沙将对园区
等城市道路和公交车、环卫车、渣土
车等重点车辆进行智能化改造，实现
智能网联汽车占有量达 30%，网联化
路 口 改 造 占 比 达 80% 以 上 ，5G 网 络
覆 盖 率 达 100% ，车 联 网 服 务 触 及
60%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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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0月22日讯（记者 黄
利飞）国内高端涂层新材料隐形冠军松
井股份，今天与湖南大学刘娅莉教授、
湖南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合资成立
湖南松井先进表面处理与功能涂层研
究院有限公司。该研究院将聚焦3C消
费电子、新能源汽车、轨道交通、航空航
天等领域的表面处理核心技术开发、涂
料涂装及相关新材料技术开发与成果

孵化，推动行业技术进步与发展。
松井股份近三年公司产品市占

率全球第四、国内第二。此次与湖南
大学达成战略合作，将充分利用湖南
大学在相关领域的基础研究、技术创
新和人才等方面的优势，对接松井股
份的产业化优势，加速科研成果转化。
松井股份将以研究院为平台，打造一
流的表面处理和功能涂层研发团队，

并聚焦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需求，解
决表面处理、涂层及防腐蚀一体化解
决方案领域共性关键技术问题。

松井股份当天还举行了科创综合
大楼奠基仪式。该项目位于宁乡经开区，
总投资4.5亿元人民币，建成后可容纳
500位以上科研人员同时开展新型功能
涂料、特种涂料的一站式研发实验，有助
于进一步增强公司的研发能力。

校企携手加速高端涂层新材料技术攻坚

湖南日报10月22日讯（记者 熊
远帆）今天，“山水洲城·快乐之都”
2020“韵味长沙”文化旅游（上海）推
介会举行，以书香味、清新味、烟火
味、老街味、新潮味焕发的“韵味长
沙”为主题进行全方位展示和推介，
为上海游客献上文旅视听盛宴。

据携程大数据统计，上海成为今

年“国庆最爱去长沙 top5”外地游客
来源地之一。推介会上，湖南金牌导
游现场推介了湘楚名城文化游、山水
洲城风光游、星城百味美食游、古镇
老街风情游、网红打卡个性游等 5 条

“韵味长沙”精品旅游线路。长沙市旅
行社协会与上海市旅游行业协会旅
行社分会签订了送客协议。

“随着跨省游有序开放，游客出游
热情高涨，也对旅游产品的品质、特色
等有了更高的要求。长沙交通便利，旅
游资源丰富，每个环节都具备了容纳上
海游客的条件，我们将在上海大力推介
长沙，把上海旅客源源不断地带到长
沙，实现合作共赢。”上海市旅游行业协
会旅行社分会秘书长金炳文说。

“五味长沙”亮相黄浦江畔
长沙文化旅游推介会在上海举办

湖南日报10月22日讯（记者 孟
姣燕）今天，“丽色撩人 一见倾心”
2020 浙江丽水文化旅游推介会在长
沙举行，丽水市重点推介丽水遂昌、
缙云、云和、景宁四县文化旅游资源，
加强丽水与长沙区域文旅合作。

丽水地处浙江省西南部，被誉为
“浙江绿谷”，是“美丽浙江大花园”核

心区。丽水是首批国家生态文明先行
示范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森
林城市、“中国长寿之乡”和“中国气
候养生之乡”。

400年前，汤显祖来到山城遂昌，
创作《牡丹亭》，赋予了遂昌万种风情。
缙云曾被唐玄宗赞叹“真乃仙人荟萃
之都”，鼎湖峰祥云缭绕、鸾鹤飞舞。云

和作为“中国木制玩具之乡”，有2万多
种木玩品种，还有华东地区最大的梯
田群——云和梯田。景宁是全国唯一
的畲族自治县，“诗画畲乡”特色浓郁。

据介绍，长沙游客乘坐高铁，最
快4.5小时便可直达丽水。会上，长沙
市和丽水市的文旅企业、旅行社代表
等开展客源市场对接。

“浙江绿谷”丽水美景亮相长沙

湖南日报10月22日讯（记者 胡
信松 通讯员 鞠睛）助力精准扶贫，
直销农副优品。20 日，中建国际投资

（湖南）有限公司在长沙举办了一场
十八洞村农副产品大型企业推介会。
十余家企业当场认购产自十八洞村
的猕猴桃、贡米、吊瓜子、腊肉等土特
产，金额超110万元。

近年来，中建国际投资（湖南）
有限公司从基建扶贫、产业扶贫、
创新扶贫等各方面深度参与十八

洞村的扶贫工作。用 90 天建成十
八洞村村级活动中心、精准扶贫广
场和改造村口大门等工程，使村容
村貌焕然一新；他们还深度参与扶
贫产品从生产到经营的全过程，以

“线上+线下”的新模式为扶贫产
品找销路。

十八洞村党支部书记施金通在
现场推介村里的农产品，因其原生态
的味道与地方特色，受到参会采购人
员青睐，中建五局、国网湖南省电力

有限公司、湖南国强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等企业纷纷现场认购。

中建国际投资（湖南）有限公司
总经理谢海斌表示，下一步将把帮扶
工作重点聚焦到产业发展上，结合十
八洞村产业特色，为十八洞村做好产
业规划。还将依托自身优势，为十八
洞村在城市繁华地段提供免费商铺，
作为专门展示、销售平台并进一步协
助做好线上销售帮扶工作，实现线上
线下双向互动。

十八洞村特产进城来

湘经评

10月22日，通道侗族自治县独坡镇政府大院，党员干部在帮助农民分拣“黑老虎”果
实，准备通过电商平台销往外地。“黑老虎”又称布福娜、长寿果，属药、食两用高档水果。近
年，该县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采取“村党支部+电商+农户”的模式，大力发展“黑老虎”
等特色水果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帮助农户增收。 李尚引 欧梦辽 摄影报道

党员助力
电商促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