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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月9日，武冈市大甸镇立
新村，武冈市委宣传部主题党日“爱心
购”现场，贫困户刘正元自家榨的286公
斤菜籽油被抢购一空。他掰着指头算
了一笔账：“今年家里一共榨了306公斤
菜籽油，留了20公斤自家吃，剩下的286
公斤共收入7436元。”

6月9日、10日，这样的“爱心购”活
动在武冈的贫困村随处可见。武冈市
委要求该市各级党组织在这两天统一
开展主题党日活动，主题是“爱心购”。

随着精准扶贫深入推进，“爱心购”
这种特殊的帮扶方式正在武冈掀起一
股热潮。它改直接捐款捐物的传统模
式为“电商+特困户”和“以购代帮”等新
的帮扶模式，既拓宽了贫困户农副产品
的销售渠道，助其增加了家庭收入，又
让有日常采购需求的机关企事业单位
和个人挑选到合适的农副产品，实现多

方共赢。
在荷塘小镇，晏田乡梅树田村第一

书记唐建明同返乡创业的贫困村民唐明
远一起大声吆喝，推销自己养的铜鹅。很
快，他们带来的50只铜鹅销售一空。

这两年，在梅树田村“两委”带动
下，唐明远、唐启红等贫困户先后加入
种养大军，铜鹅、土鸡、土猪、辣椒等种
养产业成为他们脱贫致富的首选。唐
建明说：“‘爱心购’活动不仅帮助贫困
村民解决了农产品销路的问题，更关键
的是，帮大伙树立起了发展生产自力更
生的信心。”

在“爱心购”活动现场，武冈永锐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的爱心采购车上，“积
极响应政府扶贫工作，履行企业社会责
任”的横幅格外醒目。当天，该公司采
购了大米、猪肉、土鸡、香油、蔬菜等总
值 8700 余元的农副产品。该公司负责

人介绍，公司通过就业扶贫，帮助小铺
等贫困村的 427 人实现在家门口就业。
此外，公司还利用自身渠道，帮助群众
发展柚子、油茶、罗汉果等高附加值作
物种植，并通过租地招聘贫困村民种植
蔬菜、公司再回购用于员工食堂等多种
方法，拓宽群众脱贫致富路。

从 2017 年开始，武冈市就在端午
节、中秋节、春节三个传统节日集中举
办“爱心购”活动，积极推进这种帮扶模
式市场化、常态化。随着精准扶贫不断
深入推进，这种由政府倡导的“爱心
购”，逐渐发展成为社会各界自发开展
的一种爱心帮扶行动。

据统计，6月9日、10日，武冈市共有
269家企事业单位参与端午节前开展的

“爱心购”主题党日活动，农副产品交易总
额达94万元。

（曾炜 李焱稠 关杨博）

武冈：扶贫“爱心购”搭上党建“快车”

6月11日，走进邵阳县郦家坪镇栗树
庙村，只见村旁、宅旁、路旁、水旁的空地上
种满了油茶树，村民们在今年新植的油茶
树苗间穿梭劳作，生机盎然、绿意盈盈的美
好乡村生态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

积极谋划试点 激发内生动力

栗树庙村属深度贫困村，2016年由
原付家坪、栗树庙两个村合并而成，地处
邵阳、邵东、祁东三县交界处，有贫困户
231户996人。虽然邵阳县从2007年起
就把油茶产业作为全县农业特色产业来
发展，油茶价格也一直坚挺，但该村之前
一直因为无种植大户、土地零散等原因
无法大规模种植油茶。

2017年，栗树庙村抓住县里开展油
茶“四旁”造林试点工作的机遇，积极引
导，广泛宣传发动，于年底自购4万株油
茶苗，扎实开展“四旁”造林试点。该村
的试点种植顺利通过验收，并获得专业
人士的肯定。试点成功后，村民对油茶
种植热情高涨。“我们开油茶产业动员大
会时，好多没在邀请名单内的村民都自
发来参加，座位不够就站在外面听。”栗
树庙村党支部书记郑彬说。

创新合作方式 盘活土地人力

村民们的干劲提上来了，但怎么把

各家各户零散的土地充分利用起来，使
村里“四旁”造林形成规模、发展成产业，
是栗树庙村实施“四旁”造林急需打通的

“最后一公里”。
该村对土地进行全面摸底后，发

现家有土地但在外务工的村民不少，
且他们普遍担心自己回家后没地种，
对土地流转有顾虑。面对这一情况，
村“两委”和村里的老党员、老组长几
经商量后，提出了一个新办法：土地无
需流转，没有能力从事生产或不愿从
事生产的由村里统一组织、包生产，
费 用 从 油 茶 补 贴 中 开 支 ，村 里 管 补
贴，村民拿收益；长期外出的村民可
将土地交由自己信任的人种油茶，或
由村委会统一翻耕、统一移栽、统一
管护，在征求村民同意的前提下，合
作双方按一定的比例分成，村民不用
出一分钱。

50岁的村民郑细元在广州务工，家
里土地闲置。得知村里在发展油茶产业
并有此惠民措施后，他主动提出把土地
给当组长的哥哥郑中元代种油茶。就靠
这个方法，全村零零散散地盘活了 500
亩闲置土地，为合作双方创造了一个长
期增收的“绿色银行”。

截至目前，栗树庙村共种植优质油
茶苗14万余株，面积达1500亩，家家户

户都种上了油茶。该村冬季将力争再新
植500亩，真正实现油茶树“四旁”空隙、
旱田旱土、荒山荒地全覆盖。

压实各级责任 实现高效管护

油茶苗存活后，后期的管护同样很
重要。为了确保后期管护到位，栗树庙
村层层压实责任：将全村 31 个村民小
组种植的油茶分成 9 个片区，驻村干
部、林业站、村干部各选派 1 人共同负
责一个片区；在片区实施组长包组措
施，全面落实片区干部管护责任；每个
片区甄选一名专业种植者专门负责后
期对油茶的管护，并对片区村民进行技
术培训和指导。

近年来，邵阳县坚持油茶“四旁”造
林一盘棋，先后在79个村开展油茶“四
旁”造林，栗树庙村只是“四旁”造林成
就的生态新农村之一。据统计，截至目
前，该县贫困群众自我发展油茶基地
5.1 万亩。在未来的三到五年内，邵阳
县还计划发展油茶造林 20 万亩。此
外，该县将“四旁”造林与油茶生产有机
结合起来，既有效缓解原材料供应不
足、油茶加工企业产能过剩的问题，推动
油茶产业发展，又能绿化环境、美化庭
院，成就更多新时代生态新农村，带动更
多村民脱贫致富。

油茶“四旁”造林 成就生态新村
吴智睿

今年，邵东县水稻二化螟病虫害高发，为了确保水稻丰收，降低农药残留量，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仙槎桥镇在辖区
内安装性诱捕器1万个，同时采用高效、微毒、生物等农药，用植保无人机、自走式喷雾器、超远程喷雾器等施药进行防
治。图为农技员在唐家村田间查看性诱捕器的灭虫情况。 张 伟 黄炯祥 摄影报道

“您老人家现在身体好吗？
这点钱您留着买点吃的吧……”
6月6日，陈璋华来到新邵县迎
光乡莲塘村76岁的贫困户黄国
英家中，为她送去 1000 元慰问
金。这已是陈璋华回乡两天来
看望的第13户贫困户。

只要一回老家，就上门慰问
村里以及附近的困难户和其他
弱势群体，这个习惯，陈璋华已
坚持了十多年。

今年44岁的陈璋华，因父亲
去世早，儿时尝尽了生活的艰
辛。1991年初中毕业后，他便加
入了南下深圳务工的大军。在一
家外资钟表厂，陈璋华从最普通
的流水线工人干起，一步一个脚
印，一直做到技术总监。2001
年，他选择自主创业，经过多年打
拼，已成为多家企业的董事长。

尽管事业有成，陈璋华却不
打牌、不应酬，生活标准也非常
低。然而，回馈社会、报效家乡，
他常常是“大手笔”。

陈璋华的企业积极解决家
乡剩余劳动力就业，公司目前

300多名员工中，来自迎光乡的
就有一半左右，其中约三分之一
是建档立卡贫困户。陈璋华尽
可能为他们提供最好的工作、生
活条件。员工遭遇困难，他及时
帮助解决。今年5月，贫困员工
刘贵平在老家的妻子突患脑溢
血，需马上手术。陈璋华得知情
况后，与妻子率先捐款11000余
元。在他们的带动下，公司全体
员工纷纷献出爱心，解了刘贵平
的燃眉之急。

迎光中学学生宿舍装热水
器，捐20万元；上沙溪小学扶助贫
困生，捐2万元；修建湘西会战高
平抗战烈士纪念园，捐4万元……
对各种公益事业，陈璋华一直热
心赞助。据不完全统计，自2005
年以来，他捐助的善款已达到105
万元。陈璋华说，未来10年，他计
划在家乡投入慈善资金300万元，
主要用于支持教育和扶贫开发。

最近，陈璋华家庭被作为全
乡唯一的“五星级平安家庭”向
县委推荐，并已顺利通过审查和
考察。

陈璋华：大善无声声自远
张伟 杨能广 李宏

本报讯 6月4日至6月11
日，隆回县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
督管理局联合湖南省特种设备
检验检测研究院邵阳分院，在隆
回县小沙江、虎形山、麻塘山和
金石桥 4 个乡镇进行金银花蒸
汽杀青小锅炉检验检查。期间
共检查 80 多台小锅炉，有效检
验60多台，排除安全隐患48起。

据悉，自2016年起，每到金
银花盛开之际，隆回县食品药品
工商质量监管局就联合检验机
构，上门检验检查用于金银花蒸
汽杀青的小锅炉，排查安全隐
患。检验均由政府买单，广大花
农享受免费服务。3年来，该县已
为广大花农节省开支30多万元。

（肖莉红）

隆回县免费为金银花农检验杀青小锅炉

贴心福利温暖花农心

(上接二版)
在具体落实上明确分工、加

强协同。
比如，100 个重大产业建

设，要求牵头部门省发改委分别
在上、下半年组织一批项目集中
开工；100 个重大产品创新，要
求牵头部门省经信委围绕“制造
强省”建设和转型升级的 12 大
重点产业领域及20个工业新兴
优势产业链，编印重大产品创新
项目清单；引进100个五百强企
业，要求牵头部门省商务厅开展
面向“三个500强”（世界500强、
中国 500 强和民营 500 强）的系
列产业主题招商活动。

省直其他相关部门要负责
制定支持保障政策措施，各市州
负责本地区产业项目建设年活
动的具体实施。

园区作为产业项目建设年
活动的主阵地，负责制订项目关
键节点、进度计划和招商引资，
确保项目早开工、活动早见效。

对于“五个100”，省里将给
予充分的要素保障。

比如，优先将符合条件的
“五个 100”项目纳入省重点建
设项目及中央专项支持范围；在
建设用地计划指标、耕地占补平
衡指标、占用征收林地定额、林
木采伐指标等方面，优先向“五
个 100”项目倾斜；全媒体全方
位对“五个100”进行重点宣传，
选派20名记者到项目挂职跟班
报道。

各级各部门的产业项目建
设年推进情况，将纳入省政府督
查计划及全省绩效考核范畴。实
行“一季一调度、半年一督查、全
年一考核”。对“五个 100”活动
中实施推进较快、排名靠前的，
予以通报表扬和资金奖励，并在
项目布局等方面予以支持。对重
视不够、推进不力、进度滞后的，
予以通报批评、约谈、挂牌督办、
园区降级等处理。

各地迅速反应，掀起产

业项目建设热潮

省产业项目建设年联席会
议办公室迅速围绕“五个100”，

统筹推进部门间分工合作，推
动重大项目尽快落地、500强企
业尽快入驻、科技创新人才尽
快到位。

省发改委、省经信委、省科
技厅、省商务厅、省人社厅等“五
个100”的具体牵头部门快速反
应，在省委政研室前期工作的基
础上，认真开展项目谋划和实施
方案制定。

各市州反响积极，都成立
了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挂
帅的产业项目推进机构，制定
印发了各地产业项目建设年活
动实施方案，确定了一批重点
产业项目。各地在投资安排上，
进一步优化投资方向和结构，
强化产业投资考核。压缩当前
不那么急需的城市道路、景观、
标志性项目投资，扩大产业投
资，提升产业投资比重。例如，
怀化市 22 个重点项目集中开
工，常德市总投资 197 亿元的
60 个重点建设项目集中开工，
郴州市 108 个重大产业项目集
中开（竣）工……

各地相继集中开工一批重
点建设、重大产业项目，全省上
下掀起了产业项目建设热潮。

2018 年 4 月 13 日，全省产
业项目建设年暨重点建设项目
推进会召开，会议通报了一季度

“产业项目建设年”活动进度。
截至3月底，重大产业建设

项目、重大科技创新项目和重大
产品创新项目共新开工108个，
占年计划新开工项目的78.8%；
共完成投资239.2亿元，占年计
划的 19.8%；引进 500 强企业新
签约产业项目 15 个，占年计划
的13.4%；引进科技创新人才签
约并到岗 39 人，占年计划的
34.8%。

在“五个 100”的带动下，
2018 年第一季度，全省工业投
资增长22.9%，同比提高19个百
分 点 ，其 中 技 改 投 资 增 长
21.2%，同比提高26.7个百分点。
高新技术产业投资继续保持快
速增长，增幅达到21.9%。

（省委宣传部供稿
执笔：邓晶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