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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淳朴的创业初心

2014 年，还在某国外知名洁具品
牌担任海南区域销售公司负责人的曾
水平辞职回乡创业，这可在他的家乡
洞口县黄桥镇石背村引起轩然大波。
一个年薪百万的企业高管，回到偏僻
的小县城创业，大家都觉得他“不是疯
了就是傻了”。

面对众人的非议，曾水平的内心却
很平静。他坦言，自己的创业初心萌生
于出国考察期间——好几次公司组织
去美国、韩国等地考察学习，让他感触
最深的是，祖国很多一线城市已赶超发
达国家的城市，但国内的乡镇和农村与
发达国家相比还相距甚远。

“做一辈子的打工仔，无非就是积
累一点个人财富，人生的‘天花板’触手
可及。回乡创业改变家乡落后面貌，这
样的人生更有意义和价值。”曾水平的
话里，饱含一个农民儿子对家乡的情

怀，更是一片漂泊在外的“绿叶”对根的
情意。

一股坚韧的创业干劲

老家脏乱差的乡村“马路市场”，一
直是曾水平的“心病”。2014年，他回家
创业做的第一个项目就是黄桥石背新
农村建设项目。他苦心说服好友投资，
几次远赴省城寻找专业人员勘察地形，
制定方案，上百个日夜鏖战现场，终于
为父老乡亲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该项目被评为洞口县新农村建设
示范点，并作为新农村建设的样板项目
在全县推广，其中的农贸综合市场功能
齐备、设施完善，堪称洞口县最好的乡
村农贸市场。

首战告捷后，2015年底，曾水平又
带领团队投资开发了月溪小城镇建设
项目。该项目成为洞口县易地扶贫搬
迁示范项目，又是好评如潮。

旁人只看到曾水平风光的一面，背
后的艰辛和酸楚却被他埋在心底。当
家中积蓄全部投入项目后，他为资金发
愁彻夜难眠；当项目受阻，需要四处求

人时，他倍感煎熬……“这期间走了很
多弯路，也交了不少学费，但我发展家
乡的初心一直没变！”曾水平感慨道。

一个更大的创业梦想

关于振兴乡村，如今的曾水平有了
更大的梦想。目前，他已流转近 5000
亩土地种植油茶，积极响应政府号召，
发展油茶产业，带动当地数百农户务
工，每年光劳务费就发放上百万元。未
来，他还准备对接专业团队打造油茶品
牌，并在第一产业的基础上拓展第三产
业，建设田园综合体项目。

今年5月，曾水平团队在洞口县江
口镇建设的养老服务中心正式营业。
这是个拥有 50 个床位的标准化养老
院，配备独立式卫生间、宽敞的娱乐室、
崭新的暖气设施......为让老人们住得安
心和舒心，曾水平“不惜血本”。

曾水平介绍：“下一步，我们将以
江口这个养老服务中心为起点，积
累经验，积极投身农村养老产业建
设，解决空巢老人、独居老人的养老
难题。”

绿叶对根的情意
邵阳日报记者 童中涵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艾哲 通讯员 王中辉 王喆
黎前伟）5月17日，邵阳县第
一期青年电商人才暨乡村扶
贫“网红”培训班在县农商银
行青创孵化基地结业，来自
各乡镇的60名青年企业家、
电商行业负责人参加了为期
4天的集中学习。

本次培训旨在提升广大
青年企业主、乡村电商人才及
相关人士发展电商经济的认
识和技能，打造一支本土扶贫

“网红”团队，从而借助互联网

流量优势，提升全县工业、农
业、文旅等产品的网销竞争
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导师
团队为参训学员量身定制了
个性化教学方案，开设了短
视频制作、粉丝运营、销售带
货等相关课程，通过“掌握方
法+案例分析+作业实操+实
践提升”四个模块，帮助学员
学习掌握电商直播技术。

下一步，该县还将择机
举办首届扶贫“网红”大赛，
营造支持青年电商创新创业
的良好氛围。

邵阳县：孵化“网红”助力乡村扶贫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宁如娟） 5月20日，2020年

“创客中国”邵东市中小微企
业创新创业大赛在湖南（邵
东）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举
行，来自该市的19个中小微
企业参赛，充分释放创新创
业激情。

此次大赛由邵东市科技
和工业信息化局主办，湖南
（邵东）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
等单位承办，旨在进一步激
发邵东中小微企业的“双创”
活力，发掘和扶持一批“双
创”优秀项目和优秀企业、团

队，加快推动邵东中小企业
转型升级和“专精特新”发
展。

大赛自今年4月正式启
动以来，共有近20个创业项
目报名参赛。参赛项目包含
疫情防控人脸识别终端、全
自动扳手生产线、智能箱包
研发等，涉及智能制造、互联
网与大数据、新材料、节能环
保等多个领域。

当天，比赛分参赛项目
展示和评委提问两个环节进
行。获奖企业将优先推荐至
邵阳市参加创新创业大赛。

邵东市：大赛舞台激发“双创”活力

5 月 21 日，沿着蜿蜒陡峭的峡谷公
路，记者驱车来到了绥宁县武阳镇双龙
村。这个在2001年6月19日遭受泥石流
侵害最为严重的省级贫困村，是一个山
洪地质灾害易发村，也是绥宁县贫困人
口最多、贫困发生率最高的村。

通过十余年的建设，尤其是脱贫攻坚
战打响以来，全村产业“百花齐放”，村民
生活蒸蒸日上，穷山窝变成了旅游度假
地。而这些蜕变，都离不开会打“如意算
盘”的该村第一书记、驻村扶贫工作队队
长贺恩金。

转变思路拔穷根

2017年5月，贺恩金受绥宁县教育局
指派到双龙村驻村扶贫。一进村，他就带
领队员深入田间地头、逐门逐户走访，不
久便发现几个难啃的“硬骨头”，“这个村
不仅地方偏、经济弱，而且易地搬迁等矛
盾问题突出，干部压力大。”

双龙村距县城54公里，由原双龙村、
干坡村合并而成，共有456户1532人，其
中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口300户1078人，是
全县贫困人口最多、贫困发生率最高的
村。村民靠天种田、靠田吃饭，人均年收入
不到5000元。因受泥石流灾害影响，村民
能耕种的良田从1000余亩变成了300余
亩。村里没有产业，连条像样的路也没有。

转变思路，这是贺恩金跟村“两委”
干部提的第一个建议。如何将村里的经
济盘活，变输血为造血，他心里一直在打

着算盘。他决定先为党员干部“洗脑”。两
年时间，村里召开的组长会、党员会就达
78场次。他还每周组织党员干部进村入
户，召开院落座谈会，将群众需要解决的问
题面对面摆出来当即办理。他还建立了微
信联络群，农忙时节给村民提供互助平台。

“改变村民‘等靠要’思想观念，不落
下一个贫困群众，每年为群众办好十件
实事，对症下药拔穷根。”贺恩金将群众
反映的问题一件件列出来，带着干部们
一件件去落实解决。贫困群众中的一些

“闲置户”都被发动起来，积极参与到了
村里的产业建设当中。

夯实基础产业兴

要致富，先修路。贺恩金带着队员四
处奔走，联系相关部门争取项目资金，投
资200余万元完成了6.9公里村道窄改宽
工程，并投资80余万元完成了农田基础
设施建设。

“路修好了，群众思想观念转变了，
就得为大家搭建一个发家致富的大平
台。”为了帮助300户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奔小康，贺恩金又打起了经济算盘。

双龙村受环境限制，规模化种养难
度很大，贺恩金便“化整为零”，统一技
术、统一供种、分散种养。2017年，他发动
4组的贫困户李典清成立合作社带头种
植蔬菜 20 余亩、百合 20 余亩，当年便创
收50余万元。次年，几十户贫困家庭争相
加入合作社。

2018年至2019年，贺恩金争取项目
资金30余万元，对村里800余亩南竹进行
低改，并修建了8000余米的林道，解决了
百余户村民南竹销售问题。为了推进易地
扶贫搬迁工作，他带着村干部争取上级资
金4000余万元，修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
房12栋183套、幼儿园1栋，并争取资金
200余万元，让全村实现了4G信号覆盖。
此外，村里还成立了青钱柳茶专业合作
社，县农业局派技术员指导并无偿提供青
钱柳树苗5万株；出台奖补措施引导200
户贫困户发展家庭种养业，全村养殖生猪
272头、菜牛142头、山羊335只，养殖鸡、
鸭、鹅近2万羽，种植蔬菜20亩、药材100
亩，并与10余所学校达成长期采购协议。

得知村民肖桂凤有回村办电子产品
加工厂的想法，贺恩金多次与其联系，并帮
着解决建厂的各类问题。不到半年时间，双
龙村第一家“扶贫车间”便建成投产，解决
了留守老人、妇女就业问题。目前，村里的
皮具加工“扶贫车间”正在建设中，建成后
将解决上百名闲置劳力的就业问题。

“今年水库项目实施完成后，我们将
利用良好的生态资源优势发展观光旅游
产业，不仅让村民在家门口发家致富，还
要将‘神奇绿洲’的名片传递出去。”谈及
未来发展规划，贺恩金信心满怀。

巧打如意算盘 产业百花齐放
——绥宁县武阳镇双龙村的变迁

邵阳日报记者 张 伟 通讯员 宋初发 李 斌

洞口县人民医院是该县石柱镇塘湾村的驻村帮扶后盾单

位。4年来，该院先后投入35万元用于村级活动中心建设，扶持

特色产业发展，助力群众脱贫增收。图为5月20日，该院党总支

书记曾纪亮（左）在该村果园察看橘子树长势。

通讯员 王道清 周鹏 摄影报道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凌云 戴礼顺） 5月16日，新
邵县公安局酿溪派出所成功侦
破一起网络诈骗案，抓获犯罪
嫌疑人19人，刑事拘留18人，
行政处罚1人。

2月6日，酿溪派出所接匿
名群众报案称，其在一网络游
戏平台上充值后，发现被骗。接
警后，酿溪派出所立即抽调精
干力量组成专案组，迅速展开
侦查工作。经查，报案人在一个
名为“恭喜发财”的网络游戏平

台（实则为网络赌博诈骗网站）
充值 1 万元购买分值，后发现
无法进行转账、提现等操作。

专案组民警经过分析研判
及证据搜集，逐步掌握该平台
实施诈骗犯罪的违法事实。4
月27日至5月16日，酿溪派出
所会同相关部门，成功抓获涉
案犯罪嫌疑人19名，查获作案
手机20余台、银行卡100多张，
收缴赃款数百万元。

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
查中。

新邵破获涉案数百万元网诈案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李金科）“经过几个月的持续
整治，街上流动摊贩基本没有
了，赶集的也自觉进了市场，感
觉马路整洁宽敞了许多！”5月
19日，隆回县岩口镇组织镇村
干部、派出所、交警、运管等工
作人员及志愿者共200余人对
辖区内5个集贸市场再次进行
集中整治，引来群众由衷赞叹。

据悉，为彻底消除“马路市
场”安全隐患，真正实现“摊清、
人清、路畅”，岩口镇不断强化

宣传，引导摊贩和赶集群众自
觉遵守市场秩序；壮大整治力
量，充分发挥党员志愿者示范
带动、文明引导等作用，营造浓
厚整治氛围；实施责任区域包
干，安排专人定点不间断巡查，
严防流动摊贩“打游击”，严防

“马路市场”反弹。
通过多次“马路市场”专项

整治行动和常态化管理，非法
堆积、占道经营现象在该镇得
到有效遏制，市场经营秩序趋
向规范，街道通畅整洁。

岩口镇：持续整治铲除“马路市场”

▶曾水平
在油茶基地查
看油茶长势。

放弃百万年薪，筑梦乡村振兴，80后“创客”曾水平说，这是——

在“中国雪峰蜜橘之乡”洞
口县，有一名80后“创客”曾水
平，五年前他怀揣振兴乡村的梦
想，放弃知名企业高管岗位返乡
创业。五年来，他精心打造的黄桥
石背新农村建设项目，成为洞口
县新农村建设的样板工程；他参

与投资开发的月溪小城镇建设项
目，在当地缔造了“再造一个新月
溪”的神话。

下一个五年，曾水平将创
业重心放在农村养老和农业产
业投资开发上，继续在实现美
丽故乡梦的征程上奔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