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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洞口县山门镇清水
村1100亩红柚基地，基地负责人采
摘红柚给前来观光的游客们品尝。

近年来，该镇大力发展乡村
旅游，结合当地特色种养产业打造
集采摘、观光、休闲、餐饮、住宿等
一条龙服务的农业综合体。为了
方便每年来该镇观光旅游的逾10
万游客，目前20座民宿酒店正在
筹建中。

城镇品位有提升

古镇发展正当时

山门镇东通邵阳，南临桂林，
西达怀化，北接淑溆浦，历来是洞
口县北部的经济、文化和交通中
心，又是商贾云集的物资集散之
地。该镇历史悠久，其渊源可上溯
至唐代，是湖南省历史文化名镇，
近年先后被评为全国小城镇建设
重点镇、国家生态乡镇，并于今年
被评为国家AAA级旅游景区。

近年来，山门镇党委、政府紧紧
围绕“农业稳镇、工业强镇、商贸活
镇、旅游兴镇”发展战略，高度重视
小城镇建设，进一步完善了基础设
施建设及管网配套建设。该镇完成
了包括蔡锷新街在内的5条老街的
大理石路面改造、蔡锷新街青石板
街道路面改造和建筑物的仿古立面
装饰项目，以及老城区的灯化、绿化
和亮化。日处理3000吨污水的山
门镇污水处理系统和配套管网设施
建设已进入财评阶段，该镇城乡用
水一体化项目建设和配套管网设施
建设前期准备工作已完成，建成后
将极大提高镇域群众的生产生活用
水安全。

产业发展显特色

扶贫递交新答卷

山门是一个农业重镇，是洞
口县名优特产雪峰贡米和雪峰
蜜橘的主产地。近年来，该镇已

建成高标准优质稻生产、柑橘品
改、生猪品改、南竹低改生产示
范 基 地 ，农 业 总 产 值 年 递 增
12.9%。

为了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引
领贫困群众加快脱贫致富步伐，推
进扶贫方式由“输血式”向“造血
式”转变，山门镇党委、政府积极谋
划，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生产
模式，发展了一批以山门德庆薯
业、大合米业为代表的产业，为决
胜脱贫攻坚打下坚实基础。2017
年，该镇5个省级贫困村全部实现
脱贫。

近年，该镇还通过招商引资
引进佳利木业有限公司、飞页纸
业有限公司、雪峰贡米有限公
司、洞口县香地农业科技综合开
发有限公司等 50 多家实力雄厚
的企业相继落户山门，并成功引
进岳阳市正德燃气有限公司，计
划投资 2400 余万元新建 LPG 储

配站 1 座。此外，还引进和培育
家家福、天虹等多家商贸服务企
业。截至10月，该镇今年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达6811万元。

旅游发展新突破

传承创新谋新篇

山门镇旅游资源丰富，有以蔡
锷公馆、松坡古街为代表的蔡锷文
化，以潘荣公祠、尹定公祠为代表
的宗祠文化，以黄埔军校第二分校
第十四军官总队旧址为代表的红
色景点，以及清水香地、吊水洞等
自然景观。

在保护山门历史建筑、街区
空间风貌完整性的基础上，该
镇启动并开工建设了休闲广场
和观音风雨桥项目，现已全面
完成。该镇还启动了秀云文化
广场建设项目，目前正在征地
阶段。

为了进一步加大山门旅游开
发、推介山门，2017 年，山门镇还
举办了“蔡锷故里，古镇山门”摄影
大赛。同时，进一步完善旅游基础
设施建设，并依托棚户区改造，实
施灯化、亮化、美化工程，使山门古
镇重现古韵风华，绽放发展新姿。

洞口县山门镇稳步推进“农业稳镇、工业强镇、商贸活镇、旅游兴镇”发展战略

古镇新姿正图强
邵阳日报记者 张伟 通讯员 吴静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李艳丽） 10 月 22
日下午，在湖南大学2020年校园招聘会上，明年
将毕业的大学生曾某正在邵东企业招聘展位前咨
询了解适合自己的岗位信息。

近年来，随着邵东传统产业加速转型升级，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异军突起，企业人才缺口问题
成为掣肘地方经济发展的短板之一。校园招聘
是邵东企业人才引进的主要途径之一，但企业在
进行校园招聘的过程中，经常因“邵东地方小”

“企业知名度低”等导致难以吸引高校人才前来
邵东就业。为解决邵东企业在校园招聘中遇到
的难题，由邵东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牵头，通过
统一宣传资料、统一招聘口径、统一企业形象的
校园招聘模式，为邵东企业人才引进探索出了一
条新路子。

邵东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依靠自身优势建立
人才引进与培养体系，根据高校校招方案，每年春
季及秋季组织工业园区各大企业统一参加高校招
聘，引进高层次、高学历、高素质人才，为企业可持
续发展提供储备人才，并补充本土急缺岗位，助力
邵东产业转型升级。统一招聘行动为邵东企业校
园招聘树立了良好形象，显著提升了对就业市场
人才的吸引力。

近期，该研究院组织湖南德沃普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等邵东本土企业参加湘潭大学、南华大学、
邵阳学院等多场校园宣讲及双选会，针对机械工
程、电气自动化、材料成型及控制、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艺术设计、广告学等专业展开招聘，现场面
试百余人，复
试率 20%，入
职率达10%。

统一招聘行动打造邵东企业良好形象

智造院创新突破引才“短板”

“我去年3月参加友乾高端月嫂免费培训
班，考试合格后立即上岗就业，从事母婴护理
工作，目前年薪已经达到8万元了。”10月22
日，新宁县高桥镇烟村贫困户林顺华在电话
里喜孜孜地说，“真的特别感谢刘校长！”

林顺华口中的刘校长，是新宁县友乾家政
培训中心的校长刘艳艳。这位80后的柔弱女
子，正用自己的努力，改变新宁大批女性的命
运：截至今年10月上旬，她创办的友乾家政培
训中心先后在全县各乡镇开办免费培训班60
多期，7000余妇女参加培训，其中贫困女性就达
3000多人，95%的妇女通过培训就职后脱贫致
富。

请月嫂，萌生返回家乡创业念头

出生于新宁县金石镇杨溪村的刘艳艳，
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广州工作。曾经的她，每
月拿着数万元的高薪，沉浸在大城市的繁华、
自在生活中，但随着2017年孩子呱呱落地，请
月嫂的过程让她的思维发生了改变。

广州的月嫂非常紧俏，刘艳艳和丈夫提
前找了几个家政公司，都没有找到月嫂，后来
还是托她爸爸的朋友介绍了一位每月工资
6000元的月嫂。有了专业月嫂的帮助，刘艳
艳在月子里少了手忙脚乱，疗养得非常好，她
因此萌生开一个家政公司的念头。

“我每年回家乡过年，看到许多贫困家庭的
大婶大嫂们闲在家中既找不到适合自己的工作，
又没有自信，更坚定了我办家政培训的信念，我
要让她们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刘艳艳说。

出了月子不到两个月，刘艳艳就到处学习
考察，通过努力，几个月就拿到了育婴员、小儿推
拿师等一系列培训合格证书。2017年5月，她放
弃年薪优厚的工作，返回家乡新宁，开办了友乾
家政服务培训中心。

真扶贫，让农家女掌握实用技能

万事开头难。培训中心开办之初，没
几个农家妇女来参加，多数人不相信真有
免费学习的好事。

“在我们老家，坐月子、带孩子的方式都比
较传统。为了普及科学的育婴方式，我就带着工
作人员深入到社区、乡村发放传单，宣讲育婴知
识，宣传培训中心的办学理念。”刘艳艳说，有次
下乡，她经过一户人家时，恰巧有产妇正在坐月
子，婴儿一直在嗷嗷大哭，产妇却束手无策。询
问后，刘艳艳得知产妇奶涨得厉害，却又无法产
出奶水。于是，刘艳艳用专业的催乳知识，帮助
这位产妇解决了难题。刘艳艳小试牛刀，立即吸
引该村十来名妇女报名参加免费家政培训。此
后，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吸引了更多女性参与。

为了满足偏远农村女性的求学要求，2018
年，友乾家政培训中心走进农村开展巾帼创业家
政扶贫免费培训，先后在黄龙、水庙、高桥等乡镇
开班，每期参加的学员达100多人。在专业团队
的言传身教下，农家妇女们掌握了最实用的专业
知识和技能。一批又一批的学员学成后，在服务
母婴的过程中获得了社会的高度赞誉和高额经
济回报。

因免费培训贫困女性，积极参与精准扶

贫，友乾家政培训中心先后被新宁县妇联、
县总工会、县商务局等部门定为“巾帼创业
扶贫培训示范基地”“家政扶贫定点培训基
地”“百城万村家政扶贫定点培训基地”“创
业劳动就业示范单位”。

好就业，“家政娘子军”走俏市场

“为啥要当贫困户？咱不等、不靠、不要，
摘掉贫困户的帽子，多光荣！”来自清江桥乡
堡口村的学员申玉梅自信地说。

据悉，友乾家政培训中心可提供高端月嫂、
小儿推拿师、催乳师、育婴早教师、产后修复师、养
老护理员等职业技能培训。截至目前，经该中心
培训走上家政岗位的已有3000多人，培训合格后
全部推荐就业，大多数学员的月薪达到六七千元。

友乾家政培训不仅让众多贫困家庭脱了贫，
还在各地形成了品牌效应。学员于丹、栗梅花就
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从普通农村妇女，到省城优
秀的家政人员，扎实的技术和优质的服务，让她们
脱颖而出，栗梅花获得“湖南省首届最美育婴师
奖”，于丹获得长沙县“育婴师百优工匠奖”。

“通过家政培训，进一步提升了大家的专
业能力、收入水平、社会地位，让更多的女性
通过付出劳动获得价值认同。”刘艳艳满怀信
心地说，2019年要继续通过免费培训的方式，
带领更多的家乡姐妹学习技能，走出大山，通
过勤劳双手实现脱贫致富梦。

刘艳艳：引领“家政娘子军”走出大山
通讯员 杨坚 陈定海

10月25日，第二十一届

中国中部（湖南）农业博览会

——“邵阳红”优质农产品公

共品牌发布暨推介会在长沙

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湖南古

楼雪峰云雾茶有限公司古

楼茶等 39 个产品被确定为

第一批使用“邵阳红”公共

品牌农产品，并在本届农博

会和品牌推介会上集中推

介。图为湖南南山牧业有

限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向顾

客推介乳制品。

通讯员 封明海 摄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肖斌辉 陈建
长） 10月22日，中共湘西南特委旧址纪念
馆内人头攒动，许多党员干部纷纷前来“打
卡”，掀起红色景点参观学习热潮。据讲解员
敬娜娜介绍，最近一个月，每天都至少有3批
全市各地的党支部来此开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活动。

中共湘西南特委旧址坐落于龙山之脚、新
邵县太芝庙镇旗形山下，俗称“新花院子”。
1928年5月，中共湘西南特委由宝庆五里牌迁
入龙山，机关设在此院。此后成立了农民协
会，组织开展了龙山工人运动，并建立了邵阳
地区第一个农村地下党支部。2012年，该院被
列入湖南省革命遗址名录。

今年7月，新邵县决定对中共湘西南特
委旧址纪念馆进行修缮和场景复原并改陈布
展，纪念馆展陈面积达500多平方米。9月11
日，改造完毕的中共湘西南特委旧址纪念馆
正式揭牌。目前，该纪念馆已被批准为新邵
县干部党性教育现场教学点、邵阳市党性教
育基地。

截至目前，该纪念馆先后接待市内 100
余个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
1300余名党员干部前来开展党性教育，日接
待量达120余人。

红色景点悟初心明使命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胡学政） 10
月8日，武冈市信访局党组书记毛政春走进
贫困户和困难党员家庭，与他们同坐一条板
凳，听民声、访民情。自此，该局全体干部职
工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
了今年第三季度的走访活动。

法相岩街道紫甸村是武冈市信访局的结
对帮扶村。今年6月，毛政春在该村贫困户
张某家中走访时，听说他由于手机欠费已经
很久没跟在外务工的儿子通电话了，忙拿出
手机用微信给张某的手机号充值，让他跟儿
子通上电话。

结对帮扶三年来，武冈市信访局的干部
职工在紫甸村坐了三年板凳，在走访中及民
情恳谈会上听民声、访民情。就是这“坐板
凳”精神，让干部接了地气，帮助群众化解矛
盾纠纷，暖了民心。

今年来，该局党员干部共走访群众 467
户1219人，慰问资助贫困家庭6000余元，帮
助6人解决就业门路，解决矛盾纠纷8起，与
紫甸村党支部联合举行主题党日活动 3 场
次，并举办了3场“爱心购”活动，帮助贫困农
户增收5000余元。

“板凳干部”接地气暖民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