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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的江背岭青翠欲滴，清风
拂过山岗，580 余亩生态茶海泛起
一层层绿波。在这绿色的海洋中，
武冈市返乡创业扶贫带头人戴龙
元正带着茶农们在锄草。看着长
势喜人的成片茶园，他的眼里满是
欣喜和期待。

放弃月薪上万元的工程师职
位，怀揣着为家乡建设一座“绿色银
行”的初心，戴龙元回乡创业这11年
来，经历了太多艰辛和坎坷。苦心
人天不负。凭着执着和坚韧，他将
村里荒废了数十年的茶园又办了起
来，并带领乡亲们种植了3000多亩
油茶。昔日的荒山，如今成了真正
的“绿色银行”，仅2018年就带动100
余名贫困户脱贫致富，远期的经济
收益和生态效益更是不可估量。

淳朴的创业初心

今年50岁的戴龙元是武冈市司
马冲镇江背岭村第一批外出务工者，
1988年高中毕业后，他应聘到广东某
制药厂当起了设备调试工。凭着勤
奋好学，他成为了一名机械工程师，
2003年被广州市某公司以万元月薪
聘用，专门负责生产线设备采购。

2007年，因病回乡休养的戴龙
元看到家乡还是如此落后，谢绝了
公司老板的执意挽留，决心回乡创
业，改变家乡面貌。

“在外务工只是一时，人始终还
是要落叶归根，尽自己所能，为家乡
做一点事，这就是我回乡创业的初
心。”戴龙元说，上世纪80年代，村
里有一个远近闻名的乡办茶场，之
后却一直荒废；当地的野生油茶也
品质优良。由于村中青壮年外出务
工，不少田土成了荒地，要想反哺桑
梓，发展茶叶和油茶是最好的出路。

艰辛的创业历程

当年，戴龙元就承包了580余
亩茶园，并流转上千亩荒地种油茶。

要想富先修路。深谙农业发
展之道的戴龙元，先买来两台挖
机，在海拔800多米的江背岭上建
成了十多公里的茶道，并将上千亩
零散分布的油茶园连点成片。

2011 年，戴龙元高票当选江
背岭村村主任，他深感肩上的责
任更重了。经过数年的苦心经
营，村里的茶叶和油茶产业初具
规模，500 多亩生态茶园可日产鲜
叶数百公斤，千亩油茶园也陆续
挂 果 ，带 动 周 边 农 户 种 植 油 茶
3000 多亩，并于 2015 年成立武冈
市江背岭油茶种植合作社，吸纳
社员790人。

发展前景一片大好，一场牢狱
之灾却给了戴龙元当头一棒。2016
年在扩建茶园时，戴龙元将新宁地
界的1000多株大拇指粗的人造林

当成了野生杂树，不慎砍伐，触犯了
《森林法》，被判监外执行有期徒刑
一年。

2018年，刚从砍树风波中恢复
一点元气的戴龙元又遭受更大打
击。4月的一天，他上山移栽一棵
杨梅树，在用锯子锯断多余树枝时
用力过猛，右眼被尖锐的锯齿所
伤。“儿子把他从山上背了下来，我
一看整个眼珠子都掉了出来，当时
真的吓坏了！”妻子唐风姣说，经紧
急手术抢救和将近一年的漫长恢
复，丈夫的右眼虽然保住了，但只
有0.2的微弱视力。

“我每次想起这些就问他，你为
什么要放弃那么好的工作回
来。他总是说，等‘绿色银行’
建起来了，把乡亲们都带动起
来了，他所有的付出就值得

了。”唐风姣感慨道。

可观的创业远景

戴龙元不计个人得失，一心建
设家乡的感人事迹，不仅感动了当
地的百姓，还打动了上级领导，他
们纷纷给予其大力支持。

2017年，戴龙元在先后投入200
余万元后出现资金链断裂，欠下外
债40多万元，合作社濒临倒闭。司
马冲镇镇长李爱军积极为其争取扶
持政策和资金，帮助他申请了100万
元“油茶贷”。作为江背岭村的扶贫
联点单位，武冈市编办主动作为，助
其争取扶贫资金建设茶叶深加工车
间，年内可引入设备生产。

如今，江背岭油茶种植合作社
已被评为武冈市扶贫龙头企业。
今年5月，合作社法人唐风姣作为
省级创业致富带头人代表，参加了
省扶贫办举办的农业技术培训。

“我们这距崀山只有15公里，9
公里处有高速出口，这么好的区位
优势和生态环境，不发展旅游太可
惜了！”对于家乡的未来，戴龙元有
着更加远大的设想。他说，下一步
准备引入资金将山上的茶道硬化，
修建游步道，让游客来了，上山可
采茶，下山可垂钓，打造江背岭有
机生态茶叶农业观光园区。

“戴龙元回乡创业给贫困户带
来了福音，目前已带动110余名贫
困群众脱贫，年底茶叶加工厂建
成后，可安置 150 名贫困群众就
业，人均年增收 5000 元。”江背岭
村党支部书记蔡小东表示，戴龙
元为家乡百姓脱贫致富倾注全部
心血，村“两委”将责无旁贷鼎力
支持，争取将合作社打造成省级
优秀扶贫龙头企业。

为乡亲们建一座“绿色银行”
——记武冈市返乡创业扶贫带头人戴龙元

邵阳日报记者 童中涵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罗俊 通讯员
叶嘉红） 5月28日，由中国人民银行邵阳市
中心支行举办的“征信助力小微与民营企业
融资发展”宣传活动在隆回县工业园启动。

本次活动旨在集中性、全方位地展示征
信体系支持小微和民营企业融资的重要作
用，集中开展征信知识进企业活动，增强企
业主、企业管理人员及个体工商户的信用意
识，营造“用征信、助融资、促发展”的良好信
用环境。

近年来，为进一步优化我市园区企业信
用环境，提高企业融资能力和经营管理水平，
构造银、政、企多赢平台，中国人民银行邵阳
市中心支行大力开展以园区企业信息采集、
信用建档和信用增值为主要内容的小微企业
信用体系试验园区建设活动，纵深推进小微
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在推动我市中小微企业
融资、服务实体经济中贡献智慧和力量。
2018年，全市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累计注
册用户 278 户，新增注册用户 71 户，成交额
153.49 亿元；新增 78 笔，总金额 22.34 亿元；
中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537.9亿元。

中国人民银行邵阳市中心

支行积极开展征信宣传活动

构建良好信用环境促发展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罗俊
通讯员 杨 昌 泉 廖 述 峰）

“在家门口找个合适的工作真
不错，还能照顾家庭，收入也不
比外出务工低！”6月4日，新邵
县迎光乡车塘村村民彭利萍在
该县举办的就业扶贫专场巡回
招聘会上，与口味王槟榔成功

“牵手”。
求职不用去远方，家乡就

是好地方。6月1日至5日，新
邵县先后在龙溪铺镇、小塘镇、
迎光乡等地组织了5场就业扶
贫专场巡回招聘会。该县就业
服务局组织蓝思科技、口味王、
九兴鞋业及市县经开区部分企
业现场招聘。

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群众
受益。贫困户技能水平、就业
意愿千差万别，本次招聘会不仅有机械加工、
食品加工等传统行业岗位，还提供了电子装
配、物流运输等新型就业选择；不仅有县域本
土企业作后盾，还有邵阳市、长沙市等地的用
人单位增色添彩，企业环境优越、福利待遇有
保障，成为群众致富路上的加速剂和助推
器。为了方便农村劳动力就业，此次招聘会
针对普通岗位要求企业适度放宽对学历和年
龄的要求，吸引了众多劳动者前来咨询、求
职。该县就业服务局还组织工作人员现场为
当地劳动力特别是贫困劳动力提供就业创业
指导、政策咨询等服务。

“我们把招聘会开到乡镇一线，也是为了
更好地方便和服务农村富余劳动力寻找就业
机会，拓宽增收致富渠道，助力当地群众致
富。”新邵县就业服务局局长李志成表示。

截至6月5日，该县5场就业扶贫专场巡
回招聘会现场发放各类资料600余份，接受
群众咨询1000余人次，共有52名求职者填写
了求职登记表，其中包括27名贫困劳动力，
现场有30余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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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机构改革的统

一部署，5月31日，双清区市场监管局和

市市场监管局经开区分局完成市场监管

职能交接。当日，市市场监管局经开区

分局挂牌成立，标志着市区市场监管部

门机构改革全部完成。

邵阳日报记者 罗哲明

通讯员 吕斌 摄影报道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罗俊 通讯员
伍军 田小松） 为进一步使国家减税降费
政策红利落到实处，今年来，国家税务总局邵
阳市大祥区税务局主动作为，拓宽思路，创新
推出一系列服务举措，让纳税人对减税降费
政策应知尽知，切实提高他们的满意度和获
得感，深化增值税改革迈出实质性步伐。

“这几年国家的减税政策可谓铺天盖地、应
接不暇，而正式实施的增值税税率下调力度无

疑是今年以来力度最大的一次。政策更新太
快，税收知识太多，有时我们不知道怎么开票，
如何申报。但是听完税务干部的业务讲解，我
们对这些又有了全面的认识。”5月31日，邵阳
丽佳纺织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高利芳表示。

为确保广大纳税人都能准确掌握减税降
费政策，该局组织广大纳税人进行集中培
训。对因故不能参加培训的纳税人，该局通
过税企微信群为他们提供一对一服务，时刻

分享政策领悟和操作心得，确保不留空白，不
落一人。同时，以办税服务厅为主阵地，持续
开展学雷锋志愿者活动，在办税厅设置青年
志愿者专岗，“手把手”提供引导办税、指导填
单等多项志愿服务，落实好4大类13项52条
便民办税措施。

“政策上要全程跟进，服务上要全心融入，
坚决把减税降费的红利从‘文件上’落到每个
纳税人和缴费人的‘钱袋里’，确保一个不漏、
一笔不错。”大祥区税务局办税服务大厅工作
人员陈金凤表示，他们将一如既往做好政策辅
导工作，尽最大力量为企业排忧解惑。

大祥税务：宣传减税降费 确保应知尽知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罗俊 通讯员
胡洁兰） 5月29日上午，国家税务总局邵阳市
北塔区税务局组织工作人员来到湖南万安达集
团朝阳能源有限公司，开展社会保险费暨个人
所得税政策培训，150余名员工参加了培训。

该局业务骨干夏忠、肖雅婷分别对个人所
得税六项专项附加扣除政策、社保新政等进行
解读，并指导现场人员使用手机进行申报操
作。该公司总经理颜运湘表示：“个税和社保与
每个人息息相关。这次我们特意邀请税务局的

同志来给大家讲解税费新政，就是希望干部职
工与业务专家直接交流，更好地掌握政策。”

“我们致力于让每位纳税人都能及时了
解、掌握并享受税费政策。税企互动才能让
政策真正落地，落入人心。”北塔区税务局党
委委员、副局长朱根华表示。

培训讲解结束后，税企双方就相关政策

问题展开了积极交流，通过提问答疑的方式，
确保员工能准确掌握税收政策。

第28个税收宣传月活动已落下帷幕，但该
局税收宣传工作仍在持续开展。下一步，该局
将结合减税降费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围绕纳税
人“堵点”“难点”“痛点”，对“症”下药，让税收宣
传更加精准，进一步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北塔税务：上门精准辅导 政策深入人心

5月29日，邵阳县金称市镇众鑫鞋

厂机器轰鸣，工人们正在赶制来自广

东的订单。该工厂是金称市镇易地扶

贫搬迁安置小区配套建立的首个扶贫

产业项目，其中30%的工人都是来自安

置区的搬迁户。今年以来，该镇在实

施易地扶贫搬迁的过程中，通过建立

扶贫车间，完善配套政策，确保贫困户

在家门口实现就业，让他们搬得出、稳

得住、能致富。

邵阳日报记者 罗 俊

通讯员 杨昌泉 摄影报道

▲江背岭上，580
余亩原生态茶园绿意
盎然。

◀手捧自家出产
的茶叶和省农业技术
培训证书，戴龙元夫
妇乐开了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