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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 月 23 日，全省贫困县统筹整
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工作暨业务培训会议在
武冈召开。武冈化零为整、整合打捆各类涉农
资金，构建“多个渠道引水、一个龙头放水”的
扶贫投入新格局的经验获得推介。去年，武冈
共整合涉农资金2.94亿元，集中用于脱贫攻
坚，增强贫困村、贫困户的“造血”功能，在该
项工作绩效考评中获全省第一。

去年以来，武冈高起点谋划实施涉农资
金统筹整合工作，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出台

《财政涉农资金整合和统筹使用工作方案》，
按照“大类间统筹、同类内打通”的原则，设立
涉农资金整合专户。为确保资金安全，武冈严
格审批程序，全面推行市政府网站和实施地
两级公示、项目实施前和实施后两次公示制
度，并创新引入第三方评估，形成涉农资金监
管新模式。从制度建设、整合力度、执行进度、
信息公开、档案管理等8个环节检验涉农资
金实效，建立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管
理办法及绩效考核机制，实现从项目确定到
资金使用监管无死角。

统计显示，2017年，武冈统筹整合14个
部门36项涉农资金2.94亿元，支持扶贫项目
22个。围绕“摘帽销号、贫困人口脱贫”目标，
武冈将统筹资金分类投向脱贫攻坚“五个一
批”，使资金与项目精准对接，实现资金“效益
倍增”。一年来，武冈在5个贫困村建成温氏
养鸡基地5个，直接带动每个贫困村集体经
济收入每年增加 4 万元；建成光伏发电站 8
个，为85个村每村每年增加集体经济收入5
万元；完成18个乡镇（街道）1981户贫困户危
房改造项目，实现应改尽改；建成连片种植集
体经济林430亩，完成龙溪河整治疏浚和沿
河绿化项目；完成农村创业就业、“雨露计划”
等培训 4200 多人次；完成贫困村 133.47 公里村级道路建
设，完成49124名贫困人口安全饮水工程。

武冈财政涉农资金的投入产生了资金撬动效应，激活社
会资源和金融资本积极参与到脱贫攻坚中来，累计带动金融
资本7.7亿元、社会资本2亿元助力扶贫产业发展，形成扶贫
项目多元投入新格局，充分发挥出财
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和社会效益。

（曾 炜 李焱稠 戴开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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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月23日，地处白水洞景区的
新邵盛源农业有限公司百亩高标准牡丹花
试验基地一片繁忙，20多名工作人员正在专
家指导下，对年前栽下的观赏牡丹以及油用
牡丹、芍药进行精心管理，并着手建设游客
接待点、停车场等设施。待到牡丹盛开时，
此处将成为新邵县又一处赏花景点。

这是新邵县大力推进全域美丽乡村建
设的代表作之一。

2017年初，新邵县委、县政府在打造“宜
居宜业宜游大美湖南之心”的总目标下，谋
划“四极三带多点”整体布局，努力构建全景
新邵。“四极”即白水洞国家风景名胜区、岳
屏峰国家森林公园、筱溪国家湿地公园、坪
上高铁新城，“三带”即207国道、224省道、渔
龙公路三个沿线乡村旅游带，“多点”即其他
乡镇依托本地特色和山水人文资源，实施旅
游扶贫工程，加快美丽乡村建设。

新邵县大力推进全域美丽乡村建设以
来，已投入建设资金5.5亿元，一大批各具特
色的美丽乡村正蓬勃发展起来。坪上镇清
水村本是一个贫困小山村，2017 年立足“旅
游活村、产业富村、生态亮村”的发展战略，
投入各类资金9600万元，新修和改建公路10
公里，修筑河坝15座，修整河堤3.2公里，栽
种黄桃1.76万株、红叶碧桃2600株，种植芍
药100余亩，新修、改造特色民居120余栋，建
成占地面积分别为2165平方米、11000平方
米的百寿广场、生态停车场，铺设游步道
4300余米，一个以“生态长寿文化”为主要元
素的美丽山村初具规模。该村去年国庆期
间接待游客1.5万人次。严塘镇白水洞村以

“一洞一湖”为主体、“一河一街”为动脉，“一
基一园”为两翼，对美丽乡村进行科学合理

开发，开工建设项目13个，投入资金2.7亿元，一个风景秀
丽、设施完备的生态旅游特色小镇已见雏形。寸石镇对南
岳村、梅市社区、花桥村5平方公里区域进行特色小城镇建
设，投入资金2850万元，硬化道路2公里，铺设透水地砖人
行道板3.5公里，新建社会车站1个，高标准装饰农村民居

360栋，207国道寸石段已成
湖南最美公路之一。

（李定明 刘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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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月23日，市博物馆宣布启
动文物征集工作，接受社会各界人士捐赠。

此次文物捐赠接受的范围有：邵阳境
内发现的具有科学价值的古生物化石、古
人类化石及珍稀动植物标本；蕴含邵阳地
方特色，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建
筑构件、碑刻、雕塑等重要实物；与邵阳重
大历史事件有关的历史时期重要实物，邵

阳重要历史人物的遗物、作品、手稿和有
关文献；历代线装古籍、地图，各行业珍贵
古书；历代青铜器、陶瓷器、钱币、书画、雕
刻等；在全国、全省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书
法、绘画、工艺美术等各类艺术家的代表
性作品。

据了解，在去年文物捐赠活动中，5名
民间收藏家向市博物馆捐赠私人珍藏文

物11件，其中有西汉红陶陶仓、汉代石制
砖砚、汉代青瓷陶罐等较为珍贵的文物。

除将对所有捐赠人颁发荣誉证书外，
市博物馆还将于 5 月 18 日“国际博物馆
日”举行文物捐赠仪式。市博物馆馆长胡
国海说，希望通过这次文物征集活动，加
强对民间文物的保护和利用，同时也丰富
市博物馆馆藏，为创建国家级博物馆打下
坚实基础。同时，希望借此带动更多的社
会团体和个人投身到文物保护的行列，共
同推动我市文化事业的发展。

（记者 陈贻贵 杨敏华）

市博物馆面向社会征集文物

本报讯 3 月 23 日下午，
市委副书记、市长刘事青到
洞口威凌金属公司，就该公
司环境整改工作进行专题督
导。刘事青要求，以对人民高
度负责的态度，勇于担当，客
观公正，从严从实处理好存
在的问题。

在威凌金属公司，刘事青
一边查看整改工作推进情况，
一边详细了解整改过程中遇到
的问题。

刘事青强调，要以对人民
高度负责的态度，立足长远、科
学施策，完善好可操作性强的
专业方案，妥善处理好环境问
题；要以勇于担当的态度，主动
作为，不拖延、不推诿，不折不
扣落实好中央环保督察组提出
的各项整改要求，将遗留问题
处理到位；要以客观公正的态

度，依法依规依程序处置好企
业关闭后的土地、资产等遗留
问题。

刘事青要求，全市要切实
提高政治站位，以从严从实的
态度，把中央环保督察交办问
题整改回头看工作抓早抓实
抓细抓好；要结合河长制工
作，严格督查，发现假结案、结
假案，造成环境污染的，或在
主汛期发生环境污染事件的，
要严肃追责问责。刘事青特别
强调，在工作推进过程中，要
保证农民工权益，确保农民工
工资每一分都发放到位，决不
允许农民工的辛勤付出得不
到应有回报。

市纪委、市环保、市国土等
部门以及洞口县委县政府负责
人参加专题督导。

（朱 杰）

刘事青赴洞口县就威凌金属环

境整改工作进行专题督导

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
处 理 好 环 境 问 题

郭海同，现年 49 岁，邵东
县仙搓桥镇青山村党委书记，
2017 年被评为邵阳市第五届
道德模范中的敬业奉献模范。

郭海同常说：“当村干部就
要勇于担当，要乐于把群众的
事当作自己的事，更要善于带
领群众致富奔小康。”在他的带
领下，青山村由一个传统的农
业村转型为工业新村，村民人
均 年 收 入 从 4000 元 跃 升 至
15000元。

“小时候家里特别困难，经
常得到街坊邻居的帮助。隔壁
王叔经常给我免费理发，留我
吃饭；贺婶常常教我做人要勤
劳、正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
都记在心里。”郭海同说。

步入社会后，郭海同始终
牢记村里长辈的殷殷嘱托，靠
着自己的勤劳积累起财富。

早年跑短途客运赚回人生
第一桶金，郭海同接着又投身
商海，办起了五金厂。当自己事
业有成时，他心里装着的是家
乡。他一直坚持勤俭节约的生
活习惯，从没买过 500 元以上
的外套。但为了公益事业，他却
不惜重金，慷慨解囊。多年来，
郭海同个人捐资50多万元，并
发动社会爱心人士捐款300余
万元，用于完善青山村的公共
基础设施和帮助困难群众。

2002年，郭海同在村民们
的推选下出任青山村村主任，
2005 年出任村党支部书记，
2013 年青山村成立我市第一
个村级党委，他又当选为村党
委书记。

担任村干部以来，郭海同
每天想的就是三件事：让“青
山”更美、让百姓更富、
让群众生活质量更高。

他利用自己的人脉

资源，积极引入工业企业，带领
青山村从农业村向工业新村过
渡。“很多企业老板就是冲着我
的真诚来的，我跟他们讲，只要
你们来青山村发展，青山村村
两委保证提供最优惠的政策和
最优质的服务。”如今，青山村
已是一个坐拥企业10余家、年
产值逾8000万元的工业新村。

通过工业带动，青山村村
民基本实现了在家门口务工，
收入有了大幅提升。为提高群
众生活质量，郭海同带领村两
委班子成员大力开展基础设施
建设，解决了工业用水及2000
余人的安全饮水问题；协调开
通了青山村至县城的公交车；
协调进行了农村电网改造；投
资150多万元将通村组公路全
部硬化，建成了四通八达的村
级公路网，并在2013年初全部
装上路灯，实现全面亮化。

让村民更富、让群众生活
质量更高的目标已基本实现，
如今郭海同手头最要紧的工作
就是让青山村变得更美。

去年 2 月，郭海同从邻村
引进了邵东县绿水种养专业合
作社，带领村民搞起了茶花树
种植。走进青山村，路边的茶花
开得正艳，吸引着一波波游客
驻足观赏。“现在青山村已经完
成社会主义新农村集中建房和
穿衣戴帽工程，我们准备以茶
花为核心元素，融入本地的舞
龙、舞狮等传统民俗，大力发展
乡村旅游。”郭海同说，未来既
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我
们要将青山村打造成为邵东靓
丽的“城市后花园”。

把群众的事当作自己的事
——记市道德模范郭海同

记者 曾书雁 通讯员 唐 冉

“越奋斗越幸福！”“要想富，先修路……”通俗易懂的语言，说的是百姓身边事，听到的却都是国家的新政策。3月24日，参加
完全国两会、刚回到家乡的全国人大代表、地处湘桂边界的城步苗族自治县五团镇金树村十二组村民秦爱玲向家乡群众宣讲全国
两会精神。 严钦龙 阳望春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