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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京呈(左)与孙本喜一同采摘冰糖橙。

严密部署防山火 群策群力保安全

办暖心事 解百姓忧
■邱 承 蒋叶子

一条条宽阔整洁的水泥马路，一片片
郁郁葱葱的柑橘园，一个个恬静祥和的农
家院落，一张张面露欢颜的温馨笑脸……
怀化麻阳苗族自治县舒家村乡长坡山村
里，好一幅欣欣向荣、生活美好的新时代
新农村的幸福画卷。

“过去的我们，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
泥，晚上一团黑，民房破破烂烂，人心零零
散散，谁也不知道以后该咋办。国网怀化
供电公司驻村帮扶工作队的到来，让我们
村里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长坡山村村
支书孙本黑直夸工作队给该村的发展带
来了新气象。

作为派驻长坡山村第一书记, 俞京
呈从初来乍到时的两眼一抹黑, 到走村
串户实地调研, 从眉头紧锁俯在案头想
法子，到上下奔忙找路子，一年来,他用
脚步丈量民情， 用真心换取民心， 精准
施策、 精准发力, 将帮扶工作件件做到
了村民心坎里， 走出了一条具有电网企
业特色的扶贫之路, 带着村民建设出了
一个全新的长坡山村。

2018年底，长坡山村顺利完成“村
出列、户脱贫”任务，贫困人口减少162
户565人，贫困发生率由37%降至1%，全
村基础设施完善， 公共服务保障到位。
2018年麻阳县经济工作会议上，长坡山
村安全生产、 综合治理、 计划生育等工
作获评先进（一类）单位，年度党建工作
获政府点赞。

改善民生，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长坡山村位于湖南西部， 村域面积
9.86平方公里，全村12个村民小组，自然
环境和基础设施条件较差， 产业发展滞
后，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169户583人，低
保户26户48人，兜底户5户15人。2017年，
国网怀化供电公司和怀化市救助管理站、
麻阳县教育局、国网麻阳供电公司成为该
村的扶贫后盾单位。

2018年4月，俞京呈被派驻到村里担
任第一书记。在他的带领下，全体帮扶责
任人开展“全覆盖、地毯式”入户核查，特
别是与党员和有威望的老村民谈心交心，
引导村民们主动谈问题、找差距、提建议，
增强村民自主参与和积极进取意识。

“办暖心事，解百姓忧，是帮扶的首要
工作，任何工作都要从细节入手，从老百
姓最关心的实事入手。”在走访过程中，俞
京呈发现，村民谈论最多的当属村里通往
乡里学校的那条“泥巴路”。原来，该村12
个村民小组居住分散， 村组间道路不畅。
尤其是一至四组到乡政府的盘山公路由
于年久失修，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不
堪。遇到天气不好时，到乡里学校上学的
孩子要步行2个半小时泥泞山路，再坐10
多分钟的船，遇到大雨不通船，孩子上学
就成了问题。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俞京呈带领扶贫

工作队协调各方，争取项目资金支持村里
修路，2018年8月， 村组完成了6.5公里道
路硬化、扩建，基本改变长坡山村村组道
路不通畅问题， 全村388户村民的安全出
行有了保障。 另有13.5公里村组道路硬
化、扩建项目完成了项目库申报。

“以往我们多是利用以前的老井打
水，遇到干旱，不得不走几公里的山路去
挑水。去年，政府和扶贫工作队给我们修
建蓄水池，帮我们打井、维修自来水管道，
如今水压稳定，水质也好，安全放心。”说
起饮水工程，长坡山村村民个个脸上洋溢
着灿烂的笑容。

原来， 长坡山村土母质为紫色砂页
岩，水源渗透严重，村民生活饮水和农田
灌溉得不到保障。 针对长坡山缺水现状，
扶贫工作队与村支两委申请水利项目资

金， 因地制宜在村组修建蓄
水池、打井8口，原井维修10
口， 维修自来水水管3.5公
里，安装水泵8台，基本解决
全村喝水难的问题， 圆了村
民多年的安全饮水梦。

扶贫先扶智， 文化惠民
扶贫成为国网怀化供电公司
帮助贫困群众实现精神脱贫
的重要手段。 由于村集体基
础薄弱， 长坡山村一直没有

文化活动场所, 村民文化生活相对匮乏。
为此，该公司投入10万元完成600平方米
村民文化广场绿化和配套建设，集多功能
于一体的村级综合服务平台建设也已完
工并投入使用。解决村民没有娱乐活动的
囧境，丰富村民业余文化生活。

修公路、打水井、修广场……面对这
些“大事”，驻村工作队总是精心地策划、
有条不紊地开展。 点对点培训贫困村民、
关爱留守儿童、慰问困难家庭、开展文艺
演出、 为村民放映电影等这些暖心的小
事，也始终贯穿在国网怀化供电公司驻村

工作队的帮扶工作之
中 。今年1月 ，在俞京
呈的建议下， 国网怀
化供电公司还在长坡
山村开展了“情满长
坡山、送文化下乡”活
动， 为村民们送去丰
富的精神大餐。

延伸链条， 产业
扶贫助农走上致富路

长坡山村是远近
闻名的长寿村， 土质
很适宜种植冰糖橙 ，
且是冰糖橙的升级优
选品种———“锦蜜 ”的
发源地。 如今全村冰
糖橙产量达 50万斤 ，

“锦蜜”就有10余万斤。
“以住因交通不便、信息闭塞、销路不

畅，冰糖橙丰产不丰收。”谈起以往销售冰
糖橙滞销的情景，村民们仍记忆犹新。

为此， 俞京呈以帮助产业发展为根
本，广泛征求村民意见，申请配套60万元
扶贫资金， 为村组修建经济林道12公里，
从而方便水果运输，打通服务农户产业发
展“最后一公里”。

“在产业扶贫中，销售是非常重要的
环节。”俞京呈说，通过国网怀化供电公司
帮扶推动、合作组织带动、村两委会发动、
村组农户行动的联动模式，积极推动“锦
蜜”产销一体，走出了一条“互联网+”与
农业产业化融合之路。

2018年11月17日， 长坡山村锦蜜冰

糖橙正式摆上国网怀化供电公司的食堂
餐桌；12月2日，锦蜜冰糖橙走进省城，摆
上了国网湖南电力食堂的餐桌；12月底，
锦蜜冰糖橙走出湖南， 远销北京、 辽宁
……国网怀化供电公司驻村帮扶工作队
使出“浑身解数”，架起“销售桥梁”作用，
2018年帮助村集体、带动贫困户销售锦蜜
冰糖橙4万多斤， 村集体销售首次突破20
万元。

农产品外销渠道的拓展，也进一步激
发了贫困户发展的内生动力。从2017年开
始，十一组村民孙本喜种植的冰糖橙在扶
贫工作队帮扶责任人的帮助下，全部销售
一空，仅2018年收入就达5万多元，被评
为“怀化市脱贫光荣户”。他说，今年还要
扩大冰糖橙种植面积。如今，长坡山村有
13名在外务工的青壮年村民返乡创业，开
展“锦蜜”种植，为村里产业发展注入了新
的动力。

不仅如此，俞京呈还把帮扶拓展到了
麻阳白鹅、 小麻鸭等种养业。2018年，依
靠国网怀化供电公司的爱心力量，帮助贫
困户舒振生15天内销售600只小麻鸭，增
收3万元。

电力扶贫，点亮山村新希望

俞京呈来到长坡山村后，组织专家对
村里用电情况进行“会诊”，超前规划、科
学制定电网改造升级计划，对村里的线路
进行了一次性全面改造，不断推进电力基
础设施建设，改善贫困村发展条件。过去
一年， 村里新增50千伏安变压器3台，新
增10千伏线路3.1公里，改造低压线路4公
里，村电网供电可靠率有效提升，彻底解
决了“低电压”“卡脖子”问题，满足了村民
日益增长的用电需求。同时，在村部、文化
广场及村民聚居地安装太阳能路灯50盏，
方便了村民夜间出行，进一步改善了村容
村貌。

“电力扶贫，不再是泛泛输血式扶贫，
而是精准造血式扶贫。”俞京呈介绍，光伏
电站属于中长期可持续发展的产业项目，
目前建成64千瓦光伏电站2座， 初期惠及
24户贫困户。仅“光伏扶贫”一项，2018年
为村集体带来近7万元的收益。

一年下来，俞京呈回家的时间一只手
都能数的过来，真心的付出，换回的是村
民全心的信任。

2019年，俞京呈定下目标：以党建促
脱贫，深化产业帮扶，将帮扶延伸覆盖到
非贫困户，巩固帮扶成果。进一步推动形
成坚强村级领导班子， 促进村民素质提
升，使村容村貌焕然一新，经济产业稳步
发展，帮助贫困群众彻底走出困境，逐步
实现乡村振兴。

“抓好脱贫攻坚，讲的是政治、干的是
民生、体现的是大局，反映的是党性。我们
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俞京呈说。

———国网岳阳供电公司清明防山火成效明显

“欢迎各位回乡祭祖，但大家一定要注
意防火安全，倡导文明祭拜，严禁携带鞭炮
进山！”4月7日，清明期间，岳阳地区天气
晴好，进入防山火的高度警戒期。在村头巷
口，安全宣传车来回播放广播，在村支部和
公司联合成立的防山火劝导点， 工作人员
对进山车辆仔细检查， 岳阳地区防山火氛
围空前浓厚。

据悉，清明节来临前，国网岳阳供电公
司已对107条架空输电线路进行了正常巡
视，共清理线下及风偏树木24220余棵，排
查并清除线下祭祀点、 近地点灌木丛隐患
238处。 同时积极争取市县乡三级领导支
持，建立了完善的全员、全线、全天候防山
火工作机制，投入员工528人，车辆171台
次，设立防山火劝导点670余个，现场配备

消防车和专业消防员， 进行防山火宣传和
重要区域蹲守、特巡等工作，发现山火及时
汇报。 尤其政府主导， 广泛开展防山火宣
传，引导社会群众文明祭祀，提升群众护线
意识，发放宣传单1500余份，悬挂横幅59
条， 设立警示牌320块， 各项措施责任到
人、落实到位，进行全线蹲守，组建了一支
强有力的联防联保、 群防群治山火护线网
络，筑起输电线路安全运行“防火墙”，全力
确保清明期间防山火工作万无一失。

清明期间， 岳阳地区110千伏以上线
路发生山火5起，得益于村支两委积极参与
和公司线路巡视人员全程防控， 山火均在
第一时间得到了有效扑灭， 电网运行安全
稳定运行。

■ 李奕佳 马小兵

4月16日，国网郴州供电公司军
山供电所迎来了安仁县禾市中小的
老师们。“谢谢你们！ 真的谢谢你们！
要不是你们及时处理送电，4月12日
中午学校可能会乱成一锅粥，一千多
名师生可能没有饭吃。” 禾市中小校
长握住该所所长张晓华的手，久久不
肯松手，感谢其送台发电机以解燃眉
之急。随后，禾市中小的老师们将一
尺多长的锦旗交给军山供电所工作
人员，对军山所全体工作人员表示深
深的感谢。

事情追溯到4月12日上午10：51，
该公司军山供电所值班人员接到禾
市中小老师的电话，说禾市中小及附
近线路故障。抢修就是命令，挂完电
话后该所生产副所长许帮红叫上同
事立即赶赴现场。经现场勘察，发现
恶劣天气引起线路故障。为及早恢复
线路正常，抢修人员立即拨通调度电

话，向上级反映，另一方面向附近
居民说明情况，争取谅解。

张晓华得知情况后，临时向朋
友借了一台发电机送到学校，现场
接线、发电，确保在中午开饭时让
一千多名师生吃上热饭，所有师生
对着张晓华树起大拇指。

经过近两个多小时的“奋战”，
中午12点40分左右恢复送电。针对
近期恶劣天气频繁，国网安仁县供
电公司把优质服务提升一个档次，
每天安排服务小组，对安仁县辖区
内五乡一镇一城区41个自然村共
计2万5千多客户，57个专变客户进
行用电宣传，张贴便民卡21522张，
微信公众号推广7千多客户， 发展
微信群43个，涉及41个自然村和乡
镇干部群，大大促进了优质服务工
作效果,真正诠释了“人民电业为
人民”的企业宗旨。 ■ 段文华

———记国网怀化供电公司驻长坡山村第一书记俞京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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