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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7日下午，武冈市湾头桥镇易
地扶贫安置区善星小区“扶贫车间”内，
邓梅菊正在缠绕电子元件的线圈。她
说：“自从搬进这个小区，政府在楼下的

‘扶贫车间’给我找到了这个活。每天上
班8个小时，每个月有1500元到1600元
的收入，这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事。”

今年60岁的邓梅菊自小患小儿麻痹
症，全家 5 口人，属建档立卡兜底户。
2018 年底，邓梅菊一家按政策在湾头桥
镇易地扶贫安置区善星小区分到了125
平方米的安置房。为切实解决邓梅菊一
家的脱贫问题，当地政府在小区的善星

“扶贫车间”为她安排了岗位，并为她老
伴安排了小区保洁员的公益性岗位，两
人每月总收入近3000元。“搭帮党的政策
好，让我过上了做梦都想不到的生活！”
邓梅菊感慨不已。

武冈市湾头桥镇的善星“扶贫车间”
目前共有员工56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
群众 27 人。而在武冈市，截至 11 月 20
日，像这样建在老百姓家门口的“扶贫车
间”共有107个，直接为7000余名贫困群
众解决就业问题。

据了解，通过“新型农村生产经营主
体+因地制宜的特色产业+整合利用的各
类资源+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将贫困人

口嵌入到产业发展的链条中，构建起“巩
固脱贫成果—产业发展—乡村振兴”的
联动机制，实现持续高质量脱贫，是“扶
贫车间”的真正要义所在。

在“扶贫车间”建设中，武冈市创造
性地将党委政府的强大组织力与乡镇商
会的强大凝聚力有机协同起来，将产业
扶持政策与补齐农村创业短板契合起
来，将易地搬迁扶贫与“扶贫车间”建设
统一起来，将贫困人口就业与乡村产业
振兴结合起来，将党建与扶贫巩固提升
结合起来，形成了联点压责任、商会唱主
角、政策助生根、调度保成效的可复制、
可推广经验。

2018年，武冈市制定了《关于加快就
业扶贫车间建设促进农村贫困劳动力就
业的实施方案》，计划到2019年底，全市
建成“扶贫车间”150个，开发各类就业岗
位9500个，吸纳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就
业 2000 人。对按标准认定的“扶贫车
间”，给予场地、物流、就业、创业、一次性
建设、稳岗补贴、一次性岗位补贴和社会
保险等方面的补贴，并提供贷款担保、优
惠利率等金融扶持。该市尤其注重发挥
商会作用，打造“一乡一商会”，依托商会
牵线搭桥、整合资源。目前该市已建成
的107家“扶贫车间”，全部由商会会员直

接建立或是由商会会员引进建立。在实
施易地扶贫搬迁时，武冈市始终围绕“搬
得出、稳得住、能致富”这一核心理念，将
安置小区的一楼建成厂房或商铺，极大
地促进了易地搬迁贫困人口就近就业。

在推进“扶贫车间”建设的过程中，
武冈市实行“四挂钩体制”，即与“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挂钩，与脱贫攻
坚工作成效挂钩，与领导干部评价挂钩，
与各级党组织战斗力凝聚力评估挂钩。

“四挂钩体制”既为“扶贫车间”建设注入
了有效的压力，又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此外，武冈市所有乡镇（街道）商会全部
成立了党支部，由乡镇（街道）统战委员
担任商会党支部书记，架起了党委政府
与民营企业家及社会各界人士之间广泛
沟通的桥梁。

107个“扶贫车间”
107 个脱贫支点

武冈市湾头桥镇善星小区“扶贫车

间”内，工人们正在生产音响设备。

邵阳日报讯（记者 罗俊
通讯员 文春艳） 11 月 28
日，邵阳农商银行与北塔区政
府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
在重大项目建设、实体经济发
展、普惠金融服务、乡村振兴、
文化旅游等方面加强合作，共
同推动北塔区经济社会发展。

今年以来，北塔区继续
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全年
实施重点项目 50 个，年度投
资逾68亿元。当前，该区正处
在大开发、大开放、大发展的
攻坚期，大批外来企业迅速
涌入，一批本土企业焕发生
机，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特别
需要尽快打破资金瓶颈，创
造一个相互信任、合作共赢
的金融环境。

而本土银行邵阳农商银
行的发展，为双方的
合作交流创造了条
件。邵阳农商银行作

为唯一一家将总部注册在北
塔区的地方性商业银行，在促
进该区农民增收、农业增长、
农村稳定、小微民营企业发展
和地方经济发展上作出了突
出贡献。近三年来，该行累计
为北塔区各类企业和个人发
放贷款 123 亿元。同时，该行
还是全市第一个参与金融扶
贫的银行机构，目前已对北塔
区1293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进
行 了 评 级 授 信 ，授 信 金 额
3297 万元，累计发放扶贫贷
款403笔1209万元。

此次战略合作协议签订
后，邵阳农商银行将聚焦北塔
区转型发展，继续提供全方
位、高水平的金融服务，为该
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
的金融支持。

邵阳农商银行与北塔区政府达成战略合作协议

注入金融活水 助力区域发展

11月25日，国家税务总局
邵阳市大祥区税务局税政股的
陈悄悄在办公室边学习税务知
识，边做笔记。她不时接到纳税
人的咨询电话，总是会放下笔
耐心解答，这已成为她工作的
常态。

用勤铺路

业务学习先人一步

2018 年国地税合并后，陈
悄悄成为大祥区税务局税政股
的个人所得税专干。正值个人
所得税全面改革，对税务干部
的业务技能和政策理论水平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促使她
在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学习中总
是先人一步，对新的个人所得
税政策、自然人扣缴客户端、自
然人办税服务平台等，每一个
环节都认真研究，一丝不苟。

“把简单的事情做好就是
不简单，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是
不平凡。”陈悄悄始终把这句话
记在心上。为了学懂、弄通、悟透

国家新出台的个税相关政策，她
与自己较上了劲。白天，她边学
边干，边干边琢磨；晚上，她安置
好家人入睡后，便点亮一盏灯，
埋头扎进政策研究之中。平日
里，遇到不懂的问题，她会及时
请示上级，向经验丰富的同事请
教，终于磨炼成业务尖兵。

以诚待人

无私奉献暖人心窝

构建和谐的征纳关系是税
务工作永恒的主题。陈悄悄始
终尽责以“情”、善思以“行”、成
业以“精”，以年轻女税官特有
的爱心、细腻和执著，用过硬的
素质、优质的服务，树立了一名
税务工作者的“大爱”形象。

2019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
个税六项专项附加扣除政策，
陈悄悄夜以继日地准备课件，
精心编写课程，相继对全区扣
缴义务人和区局干部职工开展
了个人所得税相关政策培训20
余场。每一次培训结束，她还没

有站起来，身边就围满了纳税
人，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她每
次都会耐心而细致地解答每位
纳税人的疑问。

为了方便解答纳税人的问
题，陈悄悄的手机24小时开机，不
管什么时候，只要接到纳税人的
电话，她的回答总会让对方满意。
同事们问她，“你这样工作累不
累？”对她而言，一句真诚的“谢谢”
能驱走她所有的疲惫，一个暖心
的微笑就是她源源不断的动力。

坚韧独立

柔弱肩膀扛起重担

作为女性，要兼顾事业和
家庭，往往难以两全其美。可陈
悄悄却做到了，她通过自己不
懈的努力，成为了领导信任的
下属，成为让家人幸福和骄傲
的女儿、妻子、母亲。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2016
年，陈悄悄的丈夫突患重病，前
后三次住院治疗，医生甚至下达
了病危通知书。陈悄悄一直默默

守护在病床前，始终不离不弃。
次年4月，丈夫不幸病逝，留下
她与年幼的女儿相依为命。

“丈夫倒下了，家不能垮。”
陈悄悄伤心过，悲痛过，迷茫
过，也挣扎过。但是，为了父母，
为了女儿，她展现出一个女人
的坚韧与顽强。白天，她牢牢守
住这个秘密，微笑面对领导、同
事、纳税人，尽量不把悲观的情
绪带到工作中去，谁都不知道
她承受的这份压力有多大。

“傲斗严寒松柏质，丹心不
改醉云霞。”工作十年，陈悄悄
始终秉持“税务为民”的从税初
心，用青春和热血书写一名年
轻女税官对共和国税收事业的
无限忠诚。

陈悄悄：大祥税务局的“铿锵玫瑰”
邵阳日报记者 罗 俊 通讯员 伍 军

邵阳日报讯（通讯员
李忠华 蒋媚）“常到院落
走一走，多听邻里说一说，
看到纠纷劝一劝，遇到困难
帮一帮。”初冬农闲时节，在
北塔区田江街道谷洲村，3
名党员“和事佬”将口头禅
化作了实实在在的行动。

去年初，北塔区田江街
道统筹抓好“党建+矛盾纠纷
化解”工作，充分发挥党支部
和党员在化解矛盾纠纷中的
作用，组建了“和事佬”治安
调解志愿者服务队，由有声
望、有热情、有影响力、有经
验的老党员、老干部、老教
师、老组长等组成。“和事佬”
在日常走访交谈中及时掌握
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并回访调
查，努力变事后调解为事前
防范，切实筑牢维护基层和
谐稳定的首道防线。

去年以来，在丰江社
区，5 名老同志组成了“和
事佬”团队，社区为他们安
排一间办公室作为“和事
佬”调解室。老党员周友盛
与周舜成老人闲时就在社
区里到处溜达，看到群众间
有纠纷，生活上有困难，他

们都会耐心协调，热心帮助
解决。今年以来，5名“和事
佬”走访社区、村组 100 多
次，共调解各类纠纷近100
起，群众满意率达92%。

为做好“党建+基层治
理”加法，该街道在 8 个村
（社区）建立了专门的“和事
佬”调解室，组建了党员带
头、干部参与，以治安巡逻、
纠纷调解等为己任的专门
调解队，为群众的利益诉求
提供了便捷渠道。同时，建
立了联合排查调解机制，
即：群众接待站—“和事佬”
调解室—街道司法所矛盾
调处中心，尽力做到“小事
不出家庭、大事不出村社
区、矛盾不上交、调处不反
弹”。该街道先后排查化解
安置地基础设施建设、邻里
纠纷、婚姻家庭、产业发展、
脱贫攻坚、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实施等各类矛盾，成功
化解率达95%，解开群众心
中“千千结”。在街道党工
委、村社区党支部和广大居
民的不断努力下，该区2个
村（社区）先后被评为全省
文明村、全省卫生示范村。

社区“和事佬” 巧解“千千结”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罗俊 通讯员 肖飒） 11月
26 日，国家税务总局邵阳
市大祥区税务局组织党员
志愿者 40 人身穿红马甲，
分为 9 个小队，来到车流、
人流相对集中的邵水西路、
双拥路、宝庆西路、魏源广
场等地段，进行为期4天的
文明劝导志愿服务活动，为
我市创文工作添油助力。

在交通路口，志愿者们
向过往行人宣传文明
礼仪、文明出行知识，
劝导他们过马路走斑

马线、不闯红灯，并劝导乱停
车辆的车主遵守交通法规，
有序停靠车辆。对于沿街商
铺，志愿者们劝导店主不要
出店经营，并帮助他们维护
好店前的卫生工作。此外，志
愿者们还尤为注意服务好特
殊人群，帮助老人、孩子、残
疾人过马路。志愿者们穿梭
在大街小巷，丝毫不顾寒冷，
处处弘扬文明礼仪，市民纷
纷竖起大拇指为他们点赞。

街头“红马甲” 共谱“文明曲”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谭宇 通讯员
关杨博 周欣） 11月30日，行走在武冈
市龙溪镇境内的龙溪河畔，放眼望去，只见
水清岸绿、风景优美，两岸的稻油轮作试验
田宛如两条绿丝带环绕着龙溪河。

河湖治理的关键在治水，重中之重是
治污。龙溪镇是武冈的卤豆腐之乡和工业

重镇，有数十家豆腐作坊和工矿企业，部分
作坊、企业排污措施不到位，废水直排入
河，导致河道污染严重，群众反映强烈。

自2018年以来，该镇从治污入手，先后
开展生态环境领域联合执法68次，停产整
顿食品加工、建材、非煤矿山等领域排污设
施不达标企业、作坊43家，督促落实环保设

备设施。同时，对曹家塘水库、大塘规模养猪
场实施退养，对6家豆腐作坊实施“两断三
清”，行政拘留3人，取缔关闭企业、作坊5
家，搬迁7家。

治污工作有了起色，该镇进一步建立河
长制工作长效机制，按照属地管理，明确相
关部门和各村河湖管理责任，建立了河（段）
长制会议制度，聘用河道保洁员维护河面卫
生，并建立日常监管巡查制度及部门联合执
法机制，全年开展水域执法16次，查处非法
捕鱼案件3起、违法“乱占”河床案件1起，以

“河长制”推动“河长治”，守护好一江碧水。

推行河长制 大力度治污

龙 溪 河 重 新 变 美 变 清

邵阳日报记者 艾 哲 黄可乐 通讯员 罗建峰

谈到现在的生活，邓梅菊笑逐颜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