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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临澧正全面开展街道“四
包”工作，广大干群积极参与，县城市
容市貌有了明显改观。

近年，临澧县城市容市貌整治年
年都在进行，不仅投入了很多精力，而
且还投入很大的财力，力度不可谓不

大，但“脏乱差”现象经治理后一段时
间仍会卷土重来：有些人一边吃东西
一边随手把垃圾随意扔地面，哪怕垃
圾箱就一步之遥，都懒得多走一步。
有些小摊小贩摆满街道两边，让原本
就不宽阔的街面更加拥挤，还有一些

三轮车、私家车乱停乱靠，使得车辆根
本无法正常通行。如此之举，与我们
所倡导的文明、洁净、优美的县城环境
格格不入。究其原因，关键是少数民
众缺少良好的行为习惯。

市容市貌与每个人息息相关，需

要大家共同维护。培养市民爱护市容
市貌的良好习惯，除了进行长期宣传
和引导，更要强化常态管理、长效监
督，约束、规范个别市民的不文明行
为。而对每一位市民来说，从自己做
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改变长期遗留
的各种陋习，树立良好的生活习惯，就
是一种参与和贡献。

从纠正不良习惯入手治“脏乱差”
□佳歌

首届电子商务创业大赛启动
本报讯（通讯员 向世奥）5月10日，2018临澧首届电子商务

创业大赛暨临澧最美网销农特产品评选活动启动。即日起至5
月20日，县工商部门注册登记的电商法人企业及从事电商的个
体工商户、微商个体，县网销农特产品种植企业及生产加工企业
均可报名参赛。

大赛以“创业成就梦想、电商改变生活”为主题，是为电子商
务创业者搭建的全面展示平台，是该县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决策部署和省政府《关于加快
发展电子商务的实施意见》的文件精神的具体措施。大赛分报
名举荐、网络投票和“我的电商之路”路演活动（电商高峰论坛）
暨农副产品博览会四个阶段，设电商创业奖和最美网销农特产
品奖，获奖选手可获现金奖励、项目扶持和广告推广支持。符合
条件的获奖人员还可享受政府全额贴息的创业担保贷款政策，
最高额度30万元。

园区企业职工技能培训班开班
本报讯（通讯员 周尚忠 向世奥）5月9日，临澧县园区企业

职工技能培训班开班，来自临澧经济开发区园区企业的47名学
员将进行为期一个月的集中培训。

培训课程设置有电工安全知识、电工基础、照明电路安装、
电工仪表、机床电器线路、变压器、电动机、安全生产、专业知识
和专业技能等方面，旨在通过培训让学员们真正掌握实用技术，
实现“培训一人，上岗一人”的目标。培训结束后，经县人社局培
训主管部门考核合格的学员，将取得培训结业证和职工资格证。

警方联合专项整治“酒驾毒驾”
本报讯（通讯员 张雨娴）5月8日晚，临澧县公安局组织交警

大队、禁毒大队、安福派出所、合口派出所联合开展酒驾、毒驾专
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酒驾毒驾等交通违法行为。

行动采取固定检查与流动巡逻相结合的方式，设置执勤检
查卡点，严格落实“逢车必查、逢疑必查”的原则，利用执法记录
仪、酒精测试仪、唾液检测板等设备，对酒驾、毒驾、涉牌涉证等
交通违法行为进行从严打击。据统计，当晚共出动警力80余人
次、警车20台次，检查各类车辆300余台次，共查获酒驾5起，无
证驾驶2起，其他交通违法行为10余起。

中医院举办演讲赛庆祝护士节
本报讯（通讯员 王明义 游新慧）5月11日晚，临澧县中医医

院举办庆祝“5·12”国际护士节暨“天使在身边”演讲比赛和优秀
护理人员表彰大会，全院护理工作者欢聚一堂，共庆节日。

活动现场，来自临床各科室的护士，走上演讲台，结合自身
的工作经历和心得体会，用朴实、优美、真切的语言，声情并茂地
抒发了护士岗位的光荣、奉献与收获，展现了该院护理队伍良好
的精神风貌和职业风范，赢得了现场医护人员的阵阵掌声。该
院还对汪群安、江秀云等11名省、市县先进个人获得者进行了表
彰。

一完小全县中小学运动会获佳绩
本报讯（通讯员 陈明 肖莉）日前，临澧县2018年中小学球

类运动会落下帷幕，县一完小代表队凭借强劲的实力和出色的
表现，勇夺两个项目团体冠军和一个项目团体亚军。

近年来，该校不断加大体育强校投入，配强体育师资，强化
体育教学，学校体育工作风生水起。本次中小学球类运动会上，
全县小学有近20支代表队参赛。该校代表队顽强拼搏，力克群
雄，夺得小学乒乓球、小学羽毛球团体比赛冠军，并获小学排球
比赛亚军。学生刘凌凯、黄文轩不畏强手，发挥出色，摘得小学
男子乒乓球单打金牌、银牌，肖蔼宸获小学女子乒乓球单打银
牌。

环保局主动下乡镇进企业“纳谏”
本报讯（通讯员 顾兵 刘汉梅）“希望大家毫无保留地发表

意见和建议，推动环保工作效能进一步提升。”连日来，临澧县环
保局向全县各界面对面征求意见，广纳群言，共谋发展。

活动中，该局主要负责人及班子成员主动深入企业，听取企
业代表对服务企业发展和环境监管执法方面的意见和建议；班
子成员带队到各乡镇、街道，采取召开座谈会的形式，与各乡镇
人大代表座谈交流，听取各位代表对县环保局在依法履职、优质
服务、文明执法、监督管理等方面的意见建议；同时发放调查问
卷，将各调查对象的意见和建议汇总梳理，找准、找实、找全、找
透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短板。对征求到的意见和建议，该局将
认真建档成册，自查自纠抓整改落实，确保每一项都有着落、有
结果、有成效。

秸秆禁烧工作全面展开
本报讯（通讯员 周秋明）当前，正值油菜收获期。临澧县多

措并举，全面推进秸秆禁烧，确保“不着一把火，不冒一处烟，不
烧一片田”。

该县明确了“加强组织领导、强化主体责任、实行部门联动、
狠抓执法监管、加大资金投入、严格考核奖惩”的工作要求，层层
压实责任，落实好包保制度，将秸秆禁烧任务细化到村、细化到
田，责任落实到人。采取出动宣传车、悬挂宣传标语、印发政府
通告、村村响广播等多种形式，广泛深入地开展宣传工作，切实
将焚烧秸秆污染环境、违反《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的道理向群众
讲清楚，让秸秆禁烧成为基层干部和群众的自觉行动。同时，县
农业局成立 2 个督导巡查组，5 月 10 日开始不间断开展巡查督
导，严格落实奖惩，全县范围形成秸秆禁烧“一盘棋”“大合唱”。

5月4日，在临澧县烽火乡南田村
公路两旁连片的蔬菜地里，10多名妇
女正忙着整地起垄。放眼望去，生菜、
辣椒、茄子、西红柿……各种蔬菜绿意
盎然、长势喜人。

“这片土地，是村民抓牢城里人的
‘汽车后备厢’，依托村里的开泰山越
野赛车场，逐步建起了绿色蔬菜基
地。”南田村党总支书记杨翠柏介绍
说，“基地种植以时令蔬菜为主，不仅
好看好吃，还带动了村民脱贫致富。”

南田村境内群山怀抱，生态环境
良好。但多年来，村民守着绿水青山，
却过着贫困的生活，是个典型的“一方

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贫困村。村两
委反复思量后，决定走产业扶贫的路
子，彻底摘掉贫困帽子。

2011 年，立足生态优势，村里引
进外资，修建了开泰山越野赛车场和
露营公园、登山游道、休闲钓鱼场、激
光枪暗战场、攀岩运动场等系列配套
设施。“开泰山越野赛车场吸引了大量

越野赛事高手、爱好者和慕名而来的
观众。更令人欣喜的是，村民种出来
的东西格外受欢迎，蔬菜摘下来，连泥
巴都没洗就被赛车手及其家人装进后
备厢买走了。”村民刘文明兴奋地说。

从此，南田村村民纷纷做起了“汽
车后备厢生意”，让赛车手和游客带走
村里的土特产，实现增收致富。村里

引导村民成立了紫薯种植专业合作
社，办起了紫薯粉加工厂、优质大米加
工厂、蔬菜采摘园、时令鲜菜脱水加工
厂，创建了两家电商网站。“以前不敢
多种，就怕烂在田里。现在好了，一年
光水果蔬菜就有1万多元的收入。”村
民朱顶臣挑着刚刚采摘的新鲜蔬菜，
笑得合不拢嘴。

和朱顶臣一样，南田村越来越多
的村民尝到了“后备厢经济”的甜头。
去年，村里 20 户贫困户脱贫摘帽，先
后被评为全国造林绿化千佳村、市老
科协百岁健康试点村、省级美丽乡村
建设创建村。

“后备厢经济”富南田
□本报通讯员 薛俭平 李绍峰

5月4日下午，雨淅淅沥沥一直下
个不停。临澧县审计局局长彭耀忠又
一次到扶贫联系点村——四新岗镇春
湖村入户走访。

“雨这么大，你们都来了。”面对彭
耀忠的到来，村干部们非常感动。“这
是他今年第四次走访春湖村，贫困户
们已经把他当做老朋友、知心人。”村
党总支书记胡必安介绍说。

“这么点雨算什么，扶贫走访耽误
不得！”简单说明来意后，彭耀忠来不
及喝口茶，就打开雨伞，挽起裤脚，急
忙赶往贫困户朱远湘家。

“你家栽了多少田地？今年有

哪些收入？生活过得怎样……”一
进朱远湘的家，彭耀忠就连忙问了
起来。朱远湘老两口年老体弱，还
要照顾读小学的孙女，儿子已离婚，
身 体 又 不 好 。“ 只 要 不 灰 心 、不 泄
气，努力生活，大家一起想办法，日
子就会越过越好。”彭耀忠详细了解

情况后，鼓励朱远湘及家人要坚定
信心，战胜贫困。

穿过蜿蜒曲折的山间小路，彭耀
忠又走进贫困户朱小吾低矮潮湿的小
平房。朱小吾一家4口有3人残疾，孙
子还在读书，全家靠吃低保维持生
活。“对这样的困难残疾人一定要多加

关照，帮助解决实际困难。”了解了朱
小吾家的实际情况后，彭耀忠要求村
干部尽快落实兜底政策，让其生活有
保障、孩子能正常读书。

一户户走访，一次次交流，心拉近
了，话也多了。贫困户的心声，被彭耀
忠认真记录进民情日记本。完成走访
后，随即召集村干部座谈，通报了两次
走访情况，并表示将协助村里积极争
取上级政策支持，引导群众发展产业，
帮助贫困户尽早脱贫致富。

不知不觉已将近傍晚，村干部执
意要留彭耀忠一行吃了晚饭再走，可
他婉言谢绝了。

冒雨访贫
□本报通讯员 齐必俭

本报讯（通讯员 赵伟）“家门口就
有工作、有收入，一点也不比外出打工
差！”5月12日早晨，临澧县合口镇富强
社区居民叶正鹏像往常一样，提前 10
分钟步行去离家不远的梅菜产业园上
班。得益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推进，
富强社区许多像叶正鹏一样的农民实
现了家门口就业。

近年来，临澧县委、县政府高举新
型城镇化大旗，以产城互动、产城协
调、产城共融、产城共进为目标，全力
推进“以现代化城镇群为特征的生态
宜居特色县”建设，新型城镇化的吸引
力和聚集力明显增强，拓展出全县就
业创业工作的新天地。2017 年，该县
实现城镇新增就业4913 人，新增农村
劳动力转移就业3678人。

临澧新型城镇化建设着力加强产
业的引领作用，发展壮大机械制造、高
新材料、化纤纺织、新型建材、能源电
力、医药食品、精细化工等支柱产业，
不断吸引外来企业落户小城镇，为农
民就近就业提供了大量岗位，加速就
地城镇化。合口镇党委、政府围绕“美
食合口、休闲古镇”发展思路，筑巢引
凤，大力招商，以梅菜、甜叶菊为主的
特色农业、依托丰富的石膏资源形成
的石膏新材料产业、以美食文化为主
的商贸服务业不断发展壮大，吸引众
多在外务工人员返乡就业创业。数据
显示，2017年，该镇规模工业企业发展
到11家，农业专业合作社21家。实现
城镇新增就业1930 人，新增农村劳动
力转移 358 人，失业人员再就业 832

人，村居民基本实现辖区内自主择业、
就近就业。

同时，实行“保姆式服务”，倾力帮
扶群众就业创业。县、乡镇（街道）劳
动保障部门建立了劳动力资源库和企
业岗位信息库，实现岗位供需实时对
接。开设就业技能免费培训班，通过

“政企对接”，为求职者提供“菜单式”
选学，为企业提供“订单式”培训。开
辟就业创业快速通道，定期举办企业
用工专场招聘会和“送岗位下乡”活
动。积极推荐就业困难人员、失地农
民等实现就业，实行建班培训、牵线搭
桥、职业指导全方位服务。仅今年以
来，全县已先后开办各类就业培训班
10余期，帮助200多名农村劳动力实现

“家门口”就业。

壮大支柱产业 实行“保姆式服务”

临澧新型城镇化撑起就业创业新天地
■2017年城乡新增就业8591人

5 月 4 日，临澧县
纪委监委联合县教育
局、县城管局等单位志
愿者组成扶贫志愿服
务队，到望城街道桂花
村开展帮扶脱贫活动，
助力点村脱贫致富。
图为志愿者们正帮助
村民种植中药材迷迭
香。

本报通讯员
辛怡林 摄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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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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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本报讯（通讯员 黄中银）5 月
14 日，临澧县刻木山乡俄井村 120
亩园丰脐橙扶贫产业园里，连片的
脐橙树苗在春风吹拂下展现出勃勃
生机，10 多名村民正剪枝梳果。“去

年依靠脐橙种植，我摘掉了贫困帽
子，今年我信心更足，又扩种了 3
亩。”村民余致友兴奋地介绍说。

近年来，刻木山乡因地制宜，
大力发展林果业，持续抓实产业扶

贫，通过“项目倾斜、以奖代补、技
术服务、电商引领”等举措，探索实
施“政府引领+企业引导+大户带
动+贫困户参与”的精准扶贫模式，
变单一“输血式”扶贫为“输血”和

“造血”有机结合的产业扶贫，构建
起产业脱贫新格局。目前该乡林
果业种植面积 2.5 万亩，打造形成了
中华脆蜜桃、临澧杂柑、刻木山脐
橙三个特色水果基地。全乡涌现
出了 30 亩以上的种植大户 52 个，50
亩以上的种植大户 21 个，100 亩以
上 的 种 植 大 户 15 个 ，带 动 769 户
2762 位贫困群众如期脱贫。

“三果”带动769个贫困户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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