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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 11 月 28 日讯（记者 李永
亮 通讯员 吴辉兵 刘晓聪）“这是个大环
保项目，不仅影响生产，还涉及环境安全，
幸亏你们及时解了难题，终于及时竣工。”
11 月下旬，大唐华银攸县能源公司相关负
责人给攸县暖企办打来电话，表示感谢。

大唐华银攸县能源公司是一家拉动攸
县高新区网岭循环经济园跃上“百亿能
源”台阶的龙头企业，今年 9 月，由攸县国
投公司负责承建的该公司灰坝工程项目因

故停工。攸县暖企办接到企业反映后，交
办给攸县国投公司，仅 1 个多月项目就完
成建设。

今年，攸县深入开展暖企行动，在“一
企一领导、一企一单位、一企一联络员”工
作机制基础上，围绕“纾困、解难、赋能”发
力，重点组织实施“三个精准”，即精准摸
排、精准指导、精准交办。由县暖企办牵头
组织 6 个工作组在全县范围内进行地毯式
摸排，先后收集困扰和制约企业发展的问

题 385 个，第一时间交办给相关职能部门。
到 11 月中旬，所有问题迎刃而解，办结率
100%。

同时,攸县优化行政审批服务，建立“一
窗口受理，一站式办结”工作机制，解决企业
多次跑、审批慢、办事难问题。今年前 10 个
月，该县行政审批企业事项 960 件，办理注
册商标3224件，办理速度提高30%以上，降
低费用115万元。

针对融资难这个困扰企业发展的主要

瓶颈，攸县暖企办每月组织“政银企”主题活
动，充分调动金融部门“放水赋能”，今年已
落实资金6.6亿元，解了72家企业的燃眉之
急。此外，攸县坚决落实减税降负政策，已为
企业减免税收9830万元。

得益于有力的暖企措施，目前，攸县高
新区综合实力跻身省级园区第一方阵，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达87家。澳维高分子、地博光
电、优多新材等15家企业相继进驻，高分子
新材料产业链已具规模。

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记者 欧阳倩
通讯员 周彪）11月下旬，来自长沙职教基地
长沙汽车工业学校的学生，走进长沙雨花经
开区一大型汽车维修中心，开始了他们这个
学年的例行学徒培训。从过去的企业下单、
学校培养的“订单班”模式，到今天的“现代
学徒制”校企双方共同主导人才培养，长沙
职教基地不断探索产教融合新模式。

占地 1103 亩、投资 14 亿多元，2010 年
建成的长沙职业教育基地位于长沙市雨花
经开区，是我省最早与产业园区对接的职教

基地。“近几年，我们全面探索‘把学校建在
产业园区、把专业建在产业链上、把课堂建
在生产线上’，让人才更符合市场需求，更贴
近企业需要。”基地综合协调办公室主任戴
伟军介绍。

曾几何时，湖南职业学校专业建设比较
保守。文秘、电子商务、会计、计算机等投入
相对较少的专业，几乎每所职业院校都在
办，同质化严重。职业教育基地将之前的9所
职业学校整合成5所，并停办一些弱势专业，
开办了一批对接长沙22条产业链的相关专

业。如建立起现代服务类学区，对接长沙经
济龙头产业之一的服务业；信息技术类学
区、电子工业类学区、加工制造类学区等对
接长沙六大产业集群中的电子信息、工程机
械业、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业等。

2017年，依托长沙人工智能及机器人发
展趋势，职教基地摸到了市场新需求——无
人机驾驶员。2018 年 1 月，长沙职业教育基
地与湖南胜翔航空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合作
协议，决定开展无人机教育合作。如今，无人
机校企合作办公室、无人机理论培训中心、

考试中心、创客中心等陆续组建；无人机校
园安防、无人机专业课程开发、教材编纂等
陆续铺开。

“长沙职教基地的发展方向是培养现代
化的专业技术人才，为以高端制造业、人工
智能等为特色的工业4.0做好储备。这要求
我们在硬件建设和师资力量两方面不断改
革创新，完善教育体系。”戴伟军说。今年以
来，长沙职教基地的5所学校，在省级及以上
的技能竞赛中，获得一等奖34人次，数量居
全省前列。

常德市人大常委会：

3年评议监督优化营商环境
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记者 李杰 通讯员 薛野）11月

20日，常德市18家市直单位就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向常德
市人大常委会做专题汇报。9位常委会委员围绕“企业融资
难、融资贵”“扶贫领域存在形式主义”“部分医院违规套取
医保基金”等问题提问，相关部门负责人当场“作答”。3 年
来，常德市人大常委会持续对该市所有政府部门进行监督，
力促党员干部主动担当作为，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2018年2月，常德市人大常委会决定，连续3年对该市
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工作开展评议。当年，常德市人大常委会
成立9个集中评议调查组，对12个被评议单位开展走访调
查，对发现的问题全程跟踪、督办。当年，常德市首批推行

“最多跑一次”服务项目达577项，取消257项证明（盖章）环
节，向两个国家级园区下放199项权力事项。

2019年，常德市人大常委会评议工作组推行“清单工作
法”，充分利用5级人大代表联动等方式，推进评议工作走深
走实。当年，12个市直部门集中接受评议，交办问题417个。
在人大代表的监督下，常德全力优化经济发展环境，获2019
年全省“一件事一次办”改革真抓实干表彰激励第一名。

“今年是3年评议收官之年，将事关企业发展保障和人
民群众生活必需的水、电、气、网等8家中央、省驻常国有企
业纳入评议范围，把工作重点放在解决问题上，形成长效机
制。”常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余怀民介绍，通过
走访调查18家评议单位，收集汇总问题376条，形成问题清
单台账，逐一督办销号，该市营商环境大为改善。国网常德
供电公司精准落实一般工商业电价，累计降价10%；电信、
移动、联通启动5G网络建设工程，实现县城以上5G网络全
覆盖；常德市公交公司开通企业定制公交专线26条，解决近
万人上下班出行需求，有效缓解了城市交通拥堵。

公路建设养护管理
“浏阳经验”全国推介

湖南日报11月 28日讯（记者 王文隆）
“2016 年以来，各级路长共开展巡路 30 余万
次，发现各类问题10万余个，关停、取缔路边
砂场 327 家，拆除路边违章建筑 6.6 万平方
米。”11月25日，全国公路系统党委书记工作
座谈会暨全国公路政研会第31届年会在长沙
召开。会上，作为全国唯一受邀作主题报告的
县（市）级代表，浏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吴新伟
推介公路建设、养护、管理的“浏阳经验”。

截至2019年底，浏阳市共有国省干线公路
889公里，农村公路7432公里，所有行政村通
畅率达100%。最近两年，全市共投入7960万
元推进“自然村通水泥（沥青）路建设”239.9公
里，在助推农产品变商品、农村资源变资产、传
统农民变职业农民上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针对全市公路“点多、线长、面广”的特点，
浏阳于2016年在全国率先创新实施“路长制”，
全面改善公路路域环境，打造了“路联管、路全
管、路共管”的公路管理“浏阳模式”，路域环境
实现了从“有人管”到“管得好”的转变。

与此同时，全市着力推进公路交通由建设
为主向公路养护、管理、服务、安全与建设并
重推进，形成了以高速公路为动脉、国省干线
为骨架、县乡村公路为支脉的公路路网格局。
以构建“畅安舒美”公路为中心，该市着力探
索建立低消耗、低污染、高效率的养护新模
式，公路通行环境由单一“保畅”型向集“安
全、舒适、美丽、生态”的绿色公路转变。截至
2019年底，全市建成示范路、精品线路42条，
荷文公路被评为全省最美干线公路，永丰公
路被评为全省最美农村公路。

相聚扶苍，醉美瑶乡

湘南三市六县八乡
瑶族“盘王节”在桂阳举行

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通讯员 陈志杰
记者 颜石敦）相聚扶苍，醉美瑶乡。11 月 28
日，湘南三市六县八乡瑶族“盘王节”暨“坐歌
堂”联谊活动，在桂阳县白水瑶族乡扶苍山下
举行。郴州、衡阳、永州三市瑶族人民和各界嘉
宾，在这里缅怀瑶族始祖，共话团结繁荣，感党
恩、叙情谊、谋发展。

“恭迎盘王、升红罗帐、上供品、明烛、盥
手……”节会在公祭仪式中拉开帷幕。《新瑶
歌和敬酒歌》、瑶族长鼓舞《祭盘王》、瑶族婚俗
舞蹈《嫁郎》、民族体育《花样陀螺表演》等节目
精彩纷呈，现场观众掌声连连。

盘王节，是瑶族最为盛大的传统节日，每年
农历十月十六，各地瑶族同胞隆重聚会、载歌载
舞，纪念盘王。现代的盘王节已逐步发展为庆祝丰
收的联谊会，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白水瑶族乡是桂阳县唯一的少数民族乡，
也是全县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全乡辖 16
个村（社区），总人口2.53万人，其中少数民族
有4698人。近年来，在县委、县政府大力支持
下，该乡的黄牛、藏香猪、土鸡养殖业初具规
模，民宿旅游项目建设提速，清溪村、濂溪村等
8个贫困村实现脱贫“摘帽”。如今的白水瑶族
乡，绘就了一幅“车在林中行，人在景中乐”、瑶
汉两族共生共融的美好画卷。

这届节会内容丰富，包括民俗体验、旅游
采风、山区特色农产品推介直播、坐歌堂、篝火
晚会等活动。在当天的开幕式上，白水瑶族乡
被授予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瑶族歌舞传承实践
基地、郴州市同心美丽乡村、郴州市摄影家协
会采风基地等牌匾。

百岁老人喜过生日
湖南日报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李勇燕

青山深处有远客，贫困村中笑开颜。11月27日，天寒地
冻，平江县童市镇合旺村牛形组却暖意洋洋，迎来了一件大
喜事：村里邱维凤老人 100 岁生日，“儿女”们正从远方赶
来，给邱娭毑祝寿。

当天一早，合旺村党支部书记王瑛来到邱娭毑家帮忙，
邻居刘志明、钟巩星也来看热闹。邱娭毑穿上了平时舍不得
穿的红棉袄，拄着拐杖来到屋外，站在桂花树下张望。王瑛
告诉记者：“邱娭毑原与一个未成家的儿子相依为命。2018
年，岳阳市住建局扶贫工作队进入村里，副局长晏桃保走访
了解情况，确定邱娭毑母子为‘一对一’帮扶对象。”

“邱娭毑从此多了个干女儿！”回忆起脱贫往事，刘志明
历历在目。帮扶第一步，驻村干部将邱娭毑母子往政策上
靠，解决了他们的基本生活保障。还告别了危房，住上了75
平方米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房。

“我们都有些羡慕呢！”钟巩星回忆，邱娭毑家在半山
腰，从村里走路上山要1个多小时。晏桃保每次来村里必看
望邱娭毑，单位食堂里的肉包子带给她吃，提前给她预备感
冒药，冬天怕她冷送电热毯……目前，驻村工作队通过采摘
茶子打油分红，外销邱娭毑养殖的鸡鸭，帮助她侄子外出务
工，让她全家有了稳定收入，早就脱了贫。

11时许，邱娭毑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一群人提着大
包小包，徒步朝邱娭毑家走来。除了晏桃保，来人还有岳阳
市住建局许阳春、刘新华、易立先等党员干部。他们每人提
一样礼物，为老人祝寿送祝福。邱娭毑紧握晏桃保的手，对
大家说：“人来了就好，每次都这么客气，使不得呢！”

屋外寒气逼人，屋内暖意洋洋。邱娭毑的亲戚和邻居帮
忙，准备了一桌子好菜。大家摆好蛋糕，点上蜡烛，围坐在邱
娭毑身旁，拍手唱起生日歌。此情此景，邱娭毑眼眶泛起幸
福的泪花，激动地说：“感谢党，感谢政府，让我翻了身、脱了
贫、致了富、长了寿！”

合旺村地处平江革命老区深山，是深度贫困村。2018
年，岳阳市住建局参与脱贫攻坚工作，局党组成员、二级机
构负责人主动“结穷亲”，“一对一”帮扶一户贫困的家庭。目
前，该村245户、824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已全部脱贫，村里
变化日新月异，贫困村如今变成了“幸福村”。

湖南日报记者 龚雅丽 熊小平
通讯员 胡娇

11月20日，涟源市阳光家园残疾人托
养服务中心，看到有客人来，学员们凑过来
打招呼。“教他们认字和说话很困难，‘阿姨
好’这 3 个字他们好不容易才学会。”托养
中心教学主任刘晓玲告诉记者。

阳光托养服务中心位于涟源市六亩塘
镇树亭村，两层楼，四周加装不锈钢门窗。
同是残疾人的托养中心负责人陈斌介绍，
这是为了保护学员安全，“共有70名学员，
年龄从16岁到59岁。”

阳光托养服务中心成立于2017年，租
用原六亩塘镇毛坪卫生院。负责人陈斌10
岁那年因病导致肢体残疾，2015年被确定
为贫困户，在政府帮助下发展养殖业，成功
脱贫。从正常人变成残疾人，陈斌深知残疾
人和残疾人家庭的艰难，于是拿出自己的
积蓄，与梁炯、吴彪等几名残疾人合伙成立

托养中心。
托养中心旁边，是娄底市首家残疾人

就业扶贫车间。车间墙角最里面，学员吴朵
（化名）坐在轮椅上，接过 4 岁多的儿子递
过来的笔芯，组装中性笔。“学习之余，每月
有1000多元工资。”吴朵老公在这里当护
工，儿子还小，一家人都住在托养中心。陈
斌说，车间通过“以工养残、以工代疗”模
式，吸纳托养中心 35 名贫困残疾人就业，
从事中性笔组装、手工艺品编织等工作，产
品通过政府采购、社会义卖等方式销售。

“我去年将鑫鑫（化名）送去阳光家园，
孩子变化特别大。以前他一刻都停不下来，
现在我出门时跟他说一声在家等妈妈，他
可以在家乖乖待上一整天。”鑫鑫的妈妈是
一名村干部，因为村里事情多，只能将儿子
送去托养。陈斌说，“托养一人，幸福一家”，
正是他的初心。

“阿姨，我会背诗，你要听吗？”记者旁
边的短发女生文文（化名）笑着问，随即大

声朗诵起来，“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
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
花。”孩子认真背诵的样子，让记者心生感
动。“文文是脑瘫患者，但她很爱表演，经常
跟着艺术团一起进行公益励志演出。”阳光
家园残疾人艺术团团长吴彪介绍。艺术团
2018年成立，现有成员18名，已开展公益
励志演出100余场。

托养中心的脑瘫诗人“心不残”(笔名)，
白天博览群书，晚上坚持写作，公开发表作
品 17 篇，2013 年出版第一本诗歌散文集

《感悟幸福》。“残疾人因为身体智力缺陷，
生活、学习和就业艰难，精神世界贫乏。但
残疾人也有对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需
求。”陈斌说，“我们也能创造价值，也能带
给社会欢乐。让残疾人朋友尽可能实现自
己的价值，让社会更多地关爱残疾人，是我
们办托养中心的目的。”

“残疾人扶贫就业车间才起步，已经
有了一个好的开始。托养服务的目的，不
是将残疾人‘养起来’，而是通过专业康
复、技能训练和辅助性就业等途径，使他
们能生活自理，很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人
生价值。”娄底市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曾
晴川说。

托养一人 幸福一家
——涟源市阳光家园残疾人托养服务中心见闻

“纾困、解难、赋能”暖企措施连环发力

长沙职教基地 产教融合服务地方经济
把专业建在产业链上 把课堂建在生产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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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记者 赵志高
通讯员 骆冕)怀化市日前发布人才引进公
告，59 家单位急需紧缺人才 507 人。11 月
26日至12月9日，有意向者可通过怀化人
事考试网或者到用人单位现场报名。

怀化市委组织部人才科科长邹李向记
者介绍，此次引才计划，涉及教育、医卫、文
化旅游、农林、融资、电子信息等多个行业

领域，主要面向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副
高级及以上职称人员，部分紧缺专业放宽
到“双一流”或原 211 大学本科学历；事业
单位引进人才“免笔试、直接面试”，博士研
究生或副高以上人才通过资格审查可直接
进入体检、考察环节；企业引进人才采用市
场化方式进行。

据悉，引进来的正高职称人才可享受

30 万元住房补贴和每月 4000 元生活补
贴；博士研究生或副高职称人才可享受20
万元住房补贴和每月3000元生活补贴；全
日制硕士研究生可享受4万元住房补贴和
每月2000元的生活补贴；“双一流”大学全
日制本科生可享受3万元住房补贴。同时，
该市还承诺提供配偶安置、子女入学、社会
保障、户口迁移等“一站式”服务，让引进来
的人才无后顾之忧。

近年来，怀化深入推进人才强市战略，
实施“五溪人才行动计划”，助推怀化高质
量发展。近3年，该市引进硕士以上研究生
或高级职称人才 570 余人，人才队伍结构
进一步优化，人才集聚效应逐渐显现。

涉及教育、医卫、文化旅游、农林、融资、电子信息等
多个行业领域

怀化急需引进紧缺人才507人

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记者 张佳伟
通讯员 吴智睿）11月27日，记者从邵阳县交
警大队获悉，该县已补检50台、注销223台、
强制报废2台变型拖拉机，全面完成上级交
办的拖拉机安全顽瘴痼疾整治任务。

邵阳县拖拉机数量多、分布广，拖拉机

安全顽瘴痼疾专项整治势在必行。邵阳县
采取包干负责、属地管理原则，发动监理人
员及各乡镇（街道）农机工作人员进村入户
排查摸底，共排查摸底拖拉机500余台。根
据排查摸底结果，该县对未满 3 年未检且
机车状况符合安全技术条件的，上门服务

予以补办手续；对3年以上长期脱检的，先
电话或信函告知，在规定时间内未办理的，
再进行公告注销登记；对达到报废条件的
予以报废注销。

除日常专项整治行动外，该县整治办与
交警大队、农业农村局等部门联动，不定期开
展联合执法，加强变型拖拉机路面监控，严厉
查处违法违规上路的拖拉机，确保拖拉机安
全顽瘴痼疾专项整治行动取得实效。

邵阳县全面完成变型拖拉机整治工作

世界媒体艺术之都·长沙市
杜鹃花艺术节开幕

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李佳蔚）
今晚，纪念贝多芬诞辰250周年长沙交响乐团专场音乐会的
悠扬乐声，拉开了2020世界媒体艺术之都·长沙市杜鹃花
艺术节的序幕。

今年是贝多芬诞辰250周年，长沙交响乐团策划推出了
纪念贝多芬诞辰250周年音乐季。本次演出为音乐季的第4
场，由指挥家肖鸣、杨乐乐执棒，《普罗米修斯序曲》《c小调
第五交响曲》等带有贝多芬音乐鲜明特色的曲目接连上演。
值得一提的是，旅美女高音歌唱家张婉哲演唱的贝多芬的
咏叹调《啊！负心人》是首次在湖南演出。

作为长沙市精心打造的艺术惠民活动，长沙市杜鹃花
艺术节已连续举办15年（其前身为长沙市杜鹃花奖专业文
艺汇演）。本届杜鹃花艺术节以“创新领潮流 艺术惠万家”
为主题，由长沙市委宣传部、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主办，
时间为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31 日。艺术节期间，将陆续推出

“艺韵长沙”专业文艺院团展演、“戏韵长沙”戏曲院团经典
传统剧目展演、“人文长沙”系列高雅艺术普及讲座、“创意
长沙”长沙首届岳麓山青年戏剧节等十大主体活动，包括文
艺演出78场、主题艺术展览5个、高雅艺术讲座5场，涵盖音
乐、戏剧、美术等多个艺术门类。为进一步推动文化惠民，艺
术节期间将对重点演出、讲座等进行网络直播。

医药卫生类毕业生
供需见面会
在长举行

11月28日，湖南中医药大学含
浦校区体育场，求职者在供需见面会
上查看招聘信息。当天，由省教育厅
主办的湖南省医药卫生类2021届毕
业生供需见面会在该校举行，来自省
内外的320余家医疗卫生单位、院校
和企业参会，为全省医药专业毕业生
提供了13000个就业岗位。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王晓凤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