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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佰龙 刘邵波

“一天办好证，九华真是诚信高效。”
近日，在湘潭经开区创新创业中心大楼，
一家公司的业务经理对这里的办事效率
点赞。这只是一个开始，几天后，该区向
82家在建项目和135家规模以上民营企
业派驻“三个专员”（廉政专员、质量安全
专员、法治<公安>专员），服务项目始
终。这是湘潭市持续加码优化营商环境
的一个缩影。

先来看一组数据：今年湘潭各部门
公开承诺的18项营商环境指标优化目标
中，定量指标 9个，涉及 73个具体事项，
有29个事项审批时限实现提速，总计缩
短审批时限93个工作日；定性指标9个，
涉及80个具体事项，从包容普惠创新、保
护群众合法权益、知识产权创造、运用和
保护等方面都取得新突破。这是湘潭市
开启服务“加速器”优化营商环境的有利
证明。

承诺掷地有声，优化营商
环境为而有法

今年是湘潭“营商环境优化年”，湘
潭市让优化营商为而有法。这个“法”是
在湘潭各个部门推行的“承诺制”和专项
巡察。

湘潭市委、一府两院、中央驻潭机
构、水电气公共服务企业的37个部门和
单位，针对国家营商环境评价体系18个
指标，庄严承诺：审批时限、办理成本、办
理材料（数量）等再优化，明确践诺时限，
倒排工作计划。

这些部门承诺后，主动拧紧发条、自
加压力、提质服务、提升效能并严格兑现

承诺。蓝思科技（湘潭）有限公司是湘潭
经开区的重点企业，为早投产、早达效，
该公司亟须办理 36 栋新建厂房的房地
一体首次登记。湘潭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兑现承诺，通过打好服务“组合拳”，最终
该公司 36 栋新建厂房房地一体首次登
记从受理到审核，仅用 4 天时间全部办
完，为企业尽快投产争取了时间。

为保证承诺不是“空头支票”。湘潭
市线上线下双监管，通过政务服务系统
实时跟踪 153 个承诺事项进展情况，定
期进行查阅核实；不定期对承诺事项抽
样评估，对未达到承诺标准的单位进行
通报，并责令整改。当地纪委组成专门
巡查小组，对“承诺制”进行巡查，管理闭
环由此形成。

“承诺制”实施后，领导带头理“清
单”，责任落实重“兑现”，变政府“自评”
为企业“点评”，将监督权和投票权交给
企业，湘潭市打造出了“审批最简、服务

最优、门槛最低、材料最少、效率最高、费

用最省、监管最规范”的一流营商环境。

服务无微不至，优化营商
环境亲而有度

今年，在由环球时报社主办的第二

届中国国际化营商环境高峰论坛上，湘

潭市荣获“最具投资营商价值城市（区

域）”，这与该市在“亲商”二字上所作的

文章密不可分。

在湘潭，有一个“亲商管家营商服务

通”平台，是通过微信小程序方式为企业

经营者、个人提供政策服务、投融资指导

和经营诊断分析、营商动态发布、企业商

圈发布、企业家讲堂、亲商管家团队服

务、投诉咨询评价等服务。平台聚焦企

业关切、解决突出问题，提供更加全面、

更加精准、更加周到的服务，搭建起了政

府服务企业的“直通车”，构筑起了政企

沟通交流的“连心桥”。
在湘潭，有一群“亲商管家”，24 小

时服务在线，目前该市 5 个县市区、3 个
园区与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入驻平台，
以“政企联合”方式组建了 337 人的“亲
商管家”队伍。疫情期间，为 40 余家企
业解决了一系列问题，最快的 5 分钟协
调解决到位。

在湘潭，有一支支“轻骑兵”队伍，入
企业宣讲政策，联络感情。今年以来，举
行“亲”“清”政企“轻骑兵”送策入园入企
活动9期，参与企业近500家。此外，该
市实施的企业接待日集中办公解难题，
为 20 家企业解决奖补资金、贷款融资、
技术推广等方面问题36个。

此外，该市还推出了优化营商环境
的特色服务，如通过政府采购方式引入
第三方企业专业服务机构，组成专家团
服务平台中小企业，为56家企业提供免
费集中专业咨询或上门问诊服务，服务
好评率达 100%。如为企业产品供需对
接搭平台。今年8月平台供需对接功能
正式上线以来，平台发布的企业产品浏
览总量达 4000 余次，宝中旅游、珺旭科
技、湖南东信棉业等数十家企业通过平
台完成了船舶设备配件、棉包布、厂房租
赁等业务商洽，进一步拓宽了企业信息
交流渠道，实现企业之间互利共赢、共同
发展。在服务的同时，服务者不拿企业
和群众的一针一线，做到了亲而有度。

湘潭市优化营商环境协调事务中心
主任李冬平说：“知之不为难，守之为难；
守之不为难，行之为难；行之不为难，久
之为难，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我们将继
续巩固‘营商环境优化年’的成果，当好

‘店小二’，端出‘招牌菜’（服务）。”

为而有法 亲而有度“优”无止境
——湘潭市“优化营商环境年”交出优秀成绩单

湘潭市“亲商管家”营商服务通小程序启动仪式。

“骑摩托车、电瓶车不戴安全头盔
有什么危害……”近日，在祁阳县宝塔
小学，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安全宣传辅
导员给孩子们带来了一堂生动有趣的

“一盔一带”交通安全教育课。并现场
演示头盔正确佩戴方法。

连日来，该县推动交通问题顽瘴
痼疾“盔带风暴”警示教育进校园，县
交警部门在上学放学的关键时间点驻

守中小学校，与教育部门、学校教师、
志愿者、家长代表等组成的护学整治
小分队一起，开展交通安全宣传，对交
通违法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教
育一起，进一步净化校园周边道路交
通环境。同时，在各中小学校校门口
设立警示教育观看点，警醒大家自觉
摒弃交通陋习，共同营造良好道路交
通环境。 （唐书东 刘志军）

祁阳县：“一盔一带”警示教育进校园

“自从我们选择安装了这个监控
后，不管出门还是在家都更安心了。”
11月30日，双牌县五里牌镇红福田村
的村民们点赞该村的“智慧安防村庄”
系统。据悉，双牌县根据群众需求，探
索推行“智慧安防村庄”系统，搭建起
县、乡、村、个人四级监控平台，将“智
慧综治”延伸至群众家门口。

双牌县委、县政府坚持创新驱动、
科技支撑，着力推进基层社会智慧化
治理，以“智慧双牌”网格化综合服务
平台为依托，纵向连接 3个城市社区、
12 个乡镇（局）和 114 个行政村，横向
覆盖公安、城管等 48 个职能部门，整

合智慧警务、智慧交通、智慧城管、雪
亮工程、110 警务平台、12345 政府热
线和政协云等应用系统和平台，构建
起了基于大数据分析、智能化管理、可
视化指挥、实时化处置的智慧治理新
模式。同时，线下在 114 个行政村、3
个社区建立公共法律服务点，形成“访
调、诉调、警调”“二次调解”“五老调
解”等多元化的调解机制，确保“小事
不 出 村 、大 事 不 出 乡 镇 、矛 盾 不 上
交”。1-11 月，该县刑事案件发案率
比去年同期下降 7.6%，人民群众安全
感、获得感、幸福感进一步提升。

（崔晓云 潘 芳 徐杨柳）

双牌县：基层社会治理“智慧化”

近日，湖南省企业和工业经济联
合会公布“2020 湖南制造业企业 100
强”名单，中国兵器江麓集团继续“榜
上有名”，位列百强名单第51位。

江麓集团是国有大型一类企业、
国家重点保军企业、国家技术创新示
范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湖南省创
新型企业、湖南省文明单位，具有良好
的业界声誉。集团以履行好强军首
责，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线，强化创新
驱动，持续加大科研投入、不断增强科
技创新能力；积极推进精益管理、狠抓
基础管理，不断提升管理水平；坚持深
化改革，率先完成“三供一业”企业办
社会职能移交；近期，江麓集团还通过

了国家级绿色工厂认定，在基础设
施、管理体系、能源与资源投入、产品、
环境排放和绩效等方面符合国家绿色
工厂评价要求，公司“绿色”制造迈出
了坚实步伐。近年来，江麓集团积极
改善职工生产生活环境，生产、生活污
水实现循环再利用，基本实现污水零
排放；大力实施“四纵六横十园”为重
点的环境提质改造工程，新建了樱花
园、竹园等十大花园，长期开展“特困
职工帮扶”、社区“金秋助学”、社区公
益心理咨询等活动，积极履行社会责
任，企业效益稳步提升，职工获得感日
益提高，企业发展后劲日益增强。

（曾佰龙 付 炼）

今年以来，中石化株洲石油分公
司全力协助配合地方政府执法部门开
展成品油市场集中整治专项行动，创
造公平、安全、稳定的市场环境，并取
得明显成效。1-11 月，积极协助市场
监督管理、商务、应急、公安等相关部
门，开展成品油市场集中整治专项行
动，对非法经营成品油行为形成高压
打击态势，查封非法加油站（点）6 个，
查扣非法流动加油车 13 台，配合收储
罚没非法成品油86吨。

该公司成立专项工作组，加强与
政府部门协作配合，形成打击合力，负
责为执法部门搜集非法“自流黑”线

索，查封非法经营设备处理提供相关
技术支持，协助做好被查封油品的抽
样检测鉴定工作，做好被查封油品的
抽运、储存和处理工作，依法依规对非
法油品销售点、非法流动加油罐车、非
法储存使用非标燃油等违法犯罪行为
进行专项清理整治。

同时，该公司还加大对非法经营
成品油偷税纳税、干扰市场正常秩序、
威胁公共安全等危害性进行警示宣传
报道，通过媒体进行舆论引导，积极营
造良好的舆论氛围，有效维护地方成
品油经营市场秩序。

（李 炜 陈泓如）

“终于搬进来啦!”慈利县三官寺
土家族乡袁家庄村村民唐新国坐在
新床上，看着自己的新家，咧着嘴开
心地说。几个月前他怎么也想不到
因为经济能力限制而搁置的新家，能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完工。而这一切
完全得益于县建材商会爱心人士的
帮助。

2019 年 5 月，慈利县全面启动
“户帮户亲帮亲 互助脱贫奔小康”活
动，吹响了动员社会力量助力脱贫攻
坚战的集结号。两年多来，全县各社
会组织、爱心人士、志愿者积极响应，
在守望相助上使力，在慷慨捐赠上使
力，在扶智扶志上使力，在溇澧大地
上形成了互助脱贫的大合唱，形成了
决胜脱贫的磅礴力量。

在守望相助上使力，
让近邻更加亲

“亮哥，给你送点水果！”“那怎么
好意思啊，你每天不是帮我做事就是
给我送东西，我都不好意思了。真不
知道该怎么谢谢你。”这是慈利县零
溪镇建档立卡贫困户魏登亮与邻居
方家翠的对话。这样的对话在魏登
亮的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

魏登亮的妻子患有精神残疾，
家中独女远嫁衡阳，每天魏登亮除
了照顾老婆，还要抽空干些农活来
维持生计。去年，因为过度劳累魏
登亮突发脑溢血。邻居方家翠连夜
将其送到医院，自此便常常自发上
门提供帮助。对于魏登亮的困难，
邻居们看在眼里，更放在心上，大伙
儿经常来他家给他送蛋送肉、帮他
挖土种菜、打扫卫生……魏登亮常
常感慨，因为有了这些热心邻居的
帮助，苦日子都变甜了。

远水解不了近渴。对于贫困户，
党委政府的援助和志愿者的帮助尽管
都是鼓励前行的重要力量，可因为距
离相对较远，有时难免顾不到细碎的
生活日常。而倡导邻里守望则正是

“户帮户亲帮亲”重要的题中之义。
为推动“户帮户亲帮亲 互助脱

贫奔小康”理念走进老百姓心中，该
县大力开展宣传发动。在各媒体平
台开设专题专栏，报道社会扶贫典型
事例、先进人物、先进事迹等，营造良
好舆论氛围。同时，以新时代文明实
践屋场会、大喇叭、送戏下乡、宣讲宣
教为载体，用小品、戏曲等老百姓喜
闻乐见的形式，大兴邻里友善、守望
相助的文明乡风。

在慷慨捐赠上使力，
让远亲不再远

近日，慈利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志愿者刘永岗再次来到贫困户安
传全家中，为正在读高三的小安送去
了500元钱和米、油等生活必需品。

67岁的安传全因病致贫，家中没
有收入来源，与他相依为命的儿子读
书却刻苦勤奋。今年 4 月，为送孩子
上学，抱着试试看的老安在社会扶贫
网上发布了一条题为“急需每月 500
元学杂费和生活费”的求助信息。

看到老安的求助信息，慈利县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迅速对此进行了
核实，并与各志愿服务队积极沟通，
最终将求助需求“派单”给了壹禄福
志愿服务队。

“生产需要农资，读书需要学杂
费生活费，都可以来找我。以后小安
读书求学的所有开销我全权负责。”
刘永岗是慈利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壹禄福志愿服务队队长，从走进安
传全家中那一刻开始，他就决定做安
家父子的坚强后盾，将小安收作“干

儿子”，自此之后他
每个月都会带着妻
子 来 看 看 这 门“ 远
亲”。

今年来，为深化
开 展“ 户 帮 户 亲 帮
亲 互 助 脱 贫 奔 小
康”活动，慈利县决
定通过“群众点单、
中 心 派 单 、志 愿 接
单、群众评单”的方
式，以“一帮一、多帮
一、一帮多”的实际
行动，帮助贫困户定
制专属的扶贫志愿
服务，充分实现社会
帮扶资源与深度贫
困地区和特困户需
求的无缝对接。在

“微心愿认领”“千企
联万户”“助力脱贫
携手同行”等一个又
一个主题鲜明的活
动中，一家又一家爱
心企业、一位又一位
爱心人士走进了贫
困户家中，与贫困户
结为“远亲”。

据不完全统计，
在“户帮户亲帮亲”
这一场大型爱的接
力中，慈利县目前已
有企业家 180 多人、
创业带头人 300 多
人、志愿者 2500 余
人 参 与 其 中 ，共 为
1795 户帮扶对象捐
赠 物 资 4540 多 件
套 ，累 计 捐 赠 钱 款
510 多万元，志愿服
务达 12000 余次，实
现微心愿5600多个。

在扶智扶志上使力，
让未来不再难

“不仅免费为我们培训，还免费
为我们介绍工作，现在我就业有了保
障，家里收入增多了，相信我们家的
生活会越来越好。”正在慈利县城双
安居委会一户家中做月嫂的刘丽是
东岳观镇江西村的建档立卡贫困
户。她以前在小餐馆做杂工，一个月
工资只有 1000 元左右，而家中公公
婆婆年老多病，孩子还在读高中，丈
夫就靠打零工赚点钱，家境十分艰
难。在参加慈姑家政承办的免费培
训后，她做月嫂一个月收入 4000 多
元，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为了增强贫困群众自力更生、自
我发展的能力，在“户帮户亲帮亲”活
动中，除大力号召社会各界在守望相
助、慷慨捐赠上出力之外，慈利县还
大力倡导为贫困户授一门好技能、送
一个好项目、教一种好方法，通过解
决贫困户的就业能力，实现“就业一
人、脱贫一户”的目标。

活动开展以来，全县上下多了许
多忙碌的身影……企业家、志愿者、
爱心人士、技术专家牺牲休息时间，
一场又一场的专场招聘会、培训会开
进了小山村；一位又一位技术专家来
到贫困户身边。据统计，2019 年以
来，慈利县举办各类技能培训 93次，
共培训5000多名贫困劳动力。

伸援助之手、献大爱之心、兴友
善之举，乡亲帮乡亲、乡邻帮乡邻、先
富帮后富，全县上下帮出了新气象，
培育了文明之风，融洽了“亲戚”关
系，巩固了脱贫成效，老百姓脱贫致
富奔小康的信心更足、步伐更快更
稳。 （吴 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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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孟河 吴 畇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自济南
市·湘西州结对扶贫协作以来，针对湘西
州贫困劳动力技能不足、就业面较窄的
实际，济南市·湘西州两地因地制宜、因
人施策，充分发挥济南市优质职业技能
培训平台和资源较为丰富的特点，紧盯

“培训一人、就业一人、脱贫一家、带动一
片”的目标，创新技能培训合作模式，做
实“东技西引”这篇文章，助力8190名贫
困人口提升就业技能，拓展就业增收渠
道，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效。

借技借力，打造本地优质培训平台

2018 年 9 月，山东蓝翔技师学院十
八洞分院正式成立，以“立足花垣，面向
湘西，辐射四周，技能脱贫”的办学宗旨，
为湘西贫困户送“技”。

山东蓝翔技师学院十八洞分院围绕

湘西需求，全力打造挖掘机、烹饪、汽修
三大拳头专业。为保证专业课程的质量
和效果，2018年该校本部为十八洞分院
先后捐赠了 2 台价值 210 万元的沃尔沃
大型挖掘机和一台价值 35.5 万元装载
机，并选派本校专业教师赴十八洞分院
现场教学。

来自山东的教练员王东锋，在十八
洞分院2020年第一期挖掘机、装载机操
作工培训班的教学现场，对 102 名建档
立卡户、低保户学员，手把手传授原理。
十八洞分院自成立以来，已免费培训贫
困学员 384 人，选送了 135 名建档立卡
户子女到山东蓝翔技师学院本部进行培
训。

2019年6月26日，又一家实力派职

业技能培训专业机构扎根湘西——济南
阳光大姐培训学校扶持共建的湖南阳光
阿娅职业学校，该校重点开展月嫂、育婴
师、缝纫工、手工编织等各类短、中、长期
培训班，全力打造集培训、实习、鉴定为
一体的湘西州家庭服务职业教育培训品
牌。目前，已培训贫困劳动力 3000 余
人。

完善机制，健全多渠道就业保障

为解决贫困劳动力的后顾之忧，济
南市实施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对在济南
市培训的湘西贫困家庭“两后生”提供

“七免两补”优惠政策。在校期间，凡是
湘西籍建档立卡贫困生有意向到山东蓝
翔技师学院本部就读中专层次各个专业

的，学院免收各种费用；学生在校三年
内，可享受当地同等政策、每月500元的
生活补贴及每期 900 元的往返车费补
贴；凡是学生在十八洞分院就读的学生，
在校期间，一律享受国家免学费政策、雨
露计划、建档立卡资助等教育资助政策。

唐超雷享受到了实惠，他是来自花
垣县的一名农家子弟，两年前的他是山
东蓝翔技师学院十八洞分院的一名学
员，如今成了十八洞分院的一名助教，带
领着既是学生又是学弟的学员们，认真
学习致富本领，他开心地说：“许多学员
毕业之后立即在县城工地开起了挖机。”

同时，还建立了省外、省内、州内和
县内四级协调对接机制，先后组织专门
队伍与山东济南、长株潭 3 市、广东省 4
市和长三角地区签订了劳务协作框架协
议，使湘西州越来越多的贫困人口通过
技能培训，走出了一条专业化、技能化就
业增收的好路子。

“东技西引”助力就业增收
——山东省济南市为湘西州培训贫困劳动力 8190 名

承百年伟业，谱时代新篇。创办
于 1914年的武陵区卫门口小学，近年
来积极探索“守正”文化，培育“和乐”
少年，构建出以经典传统文化与本土
红色基因滋养德育的新路径。德育之
花开遍卫小校园，绚烂多彩。

红色是德育工作的文化底色。卫
小以党建带团建带队建，组织党员老
师讲红色故事，携手少先队员参观诗
墙博物馆、了解党的光荣革命传统，在
学生心里种下红色的种子。“常德江
姐”王悦贞烈士的纪念碑就在卫小附
近，该校依托得天独厚的红色教育资
源开展寻访先烈系列活动，少先队员
争相做起了烈士精神宣讲员。

诗以言志，经典诗词为卫小德育
工作铺开一层古色。2018 年以来，该
校以“诗词共赏”活动为中心，全面展
开“践行中华传统美德、争做新时代好
少年”系列活动。诗词文化展演成了
升旗仪式上的“保留节目”，学生以诵
唱舞乐形式呈现诗词，弘扬谦敬、孝
顺、坚韧等品质，且在日常生活中积极
践行。4月“劳动美”主题活动期间，学
校要求孩子们收集、品味描写劳动的
诗句，并实际参与劳动，体验父母辛
劳，养成劳动习惯。经典诗词与美德
善行相结合，知行合一，以德育充实诗
教，以诗教渗透德育。

诗词文化还逐渐渗透到校园生活

各个环节。学校编撰书法校本教材，
借书法艺术之力呈现经典诗词之美；
校广播站推出诗词赏析栏目；学校公
众号设立读诗专栏……历经两年经典
诗词滋养熏陶，卫小少年个个知书明
礼，既善吟咏，又讲德行，初步形成了
规则意识和民主法治观念。

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为卫小德育
工作增一抹亮色。学校开设科学、武
术、围棋、立体纸艺、美术创意、舞蹈、
编程、主持等社团文化课程，力求打造
完善的平台，促进学生的特色发展。
学生从围棋、戏曲中习得谦虚谨慎的
美德、文明高雅的风度，养成知而善
问、慧而善答的习惯；通过编程、科学
社团锻炼严谨的逻辑思维，养成耐心
专注解决问题的习惯；在武术社团里
磨砺意志，强身健体……每个孩子都
有充分学习的机会、尽情展示的舞
台。今年“六一”嘉年华上，各中队自
由开设活动项目，校园变成了一个汇
聚文化、艺术、美食的“大观园”。

以德育人，还需师长以身作则，行
“不言之教”。卫小教师利用休息时间
多次为残疾儿童送教上门，传递善心、
责任与担当。

寓教于乐，润物无声。继承传统
文化和红色基因的卫小少年正茁壮成
长，追求卓越，迈步向前，书写卫小新
篇章。 （孙桂珍 杨年兵）

橙黄橘绿时，在永州江华瑶族自治
县桥市乡猴山村，这个远近闻名的水果
之乡又到了一年中最热闹的季节。顺
着坚实平坦的农村公路，猴山村迎来四
面八方的客人，也将脐橙发往全国各大
城市。

“我们猴山村是山村，以前种橘子都
是挑着担子到周边村子赶集卖，收入不
高。自从修好公路后，客商都来了，脐橙
还在树上就被客商订购了，价格还特别
高。”猴山脐橙种植大户杨水云告诉笔
者，现在村里发展种植了 2000 多亩脐
橙、南风蜜橘、黄帝柑等橘类品种，还带
动了周边村种植。去年以来，村里又一
次扩建出村道路，脐橙再也不愁销了。

猴山村脐橙走出去的背后，是江华
对全县特色农产品种植主片区公路建
设的大力支持，红山村万亩柑橘园、桥
市乡水果茶叶种植区、沱岭大桥、S355
最美公路、勾挂岭隧道等重要道路、桥
梁、隧道设施相继建成，为江华的瑶山
雪梨、柑橘、茶叶等农产品出山提供了
重要支撑。

顺着农村的每条交通干道，沿线群
众不断调整着农村产业结构。以 207
国道沿线为例，这里已经建成以红山万
亩柑橘采摘园、河路口玫瑰香柑园、牛
牯岭茶叶采摘观光园、大路铺瑶山雪梨

基地为代表的农业观光园区，形成了
207国道沿线现代农业长廊。在这里，

“六月香”瑶山雪梨、“瑶都红”瑶山苦
茶、“瑶珍”大米等已成为江华现代农业
的知名品牌。

农村公路不仅让特色农产品走出
去，还能让游客走进来。江华先后对
S355最美公路、码市黄龙山、湘江香草
源、桐冲口、大圩宝镜古民居等等20余
条旅游道路进行改造提升，今年，该县
水口镇入选湖南省十大文旅小镇。交
通条件的改善，让香草源、桐冲口、宝镜
村、井头湾村等一批以旅游产品生产开
发和特色“农家游”的专业村名气在外，
游客纷至沓来，让沿线百姓着实体验到
了交通发达、旅游兴旺的富足和快乐。

据了解，为支持全县特色农产品顺
利“走出去”，江华全力整治交通顽瘴痼
疾、打造乡村致富路，全面推进“四好农
村路”高质量发展。今年以来，全县共完
成农村公路建设62.3公里，脱贫攻坚自
然村通水泥(沥青)路 12.4公里，农村公
路窄加宽 17.1 公里，累计投资 7300 万
元。目前，全县等级公路总里程达到
2301.129公里，其中农村公路1922.971
公里，逐步消除制约农村发展的交通瓶
颈，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
支撑。 （杨丁香 何庭有）

江麓集团蝉联湖南制造业企业100强

江华瑶族自治县：织密农村路网 助力乡村振兴

中石化株洲石油分公司：协助“打非治违”见成效

春风化雨 德育花开
——常德市武陵区卫门口小学德育建设的思考与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