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4月10日，“万里海岸护鸟行”北线工作人员来到天津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遇到天津鸟会王凤琴
等4名志愿者在这里观鸟。王凤琴介绍说，他们在开展“全国沿海水鸟同步调查”。

经过一天的奔波忙碌，王凤琴他们共记录到31种、5000多只鸟。夕阳的金色余晖涂抹在他们身上，
志愿者的身影显得更加美丽。 湖南日报记者 张京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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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蒋伟 尹建军

“‘一把手’是一个地方和单位党风廉政建
设的‘风向标’和‘晴雨表’，管住‘一把手’，就抓
住了‘关键少数’，有权也不能任性。” 4月7日，
衡阳市蒸湘区纪委负责人向记者介绍。

实践中，蒸湘区把紧盯“一把手”作为重
要抓手，通过严格实行责任制和问责制，倒逼
各部门单位推进“两个责任”落实。近两年来，
该区共立案60件、结案60件，给予党政纪处分
60人，移送司法机关8人，不断使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斗争向纵深推进。

该区原教文体局党委书记、 局长钟家友
在人事任免、教师分配调动、工程建设等方面
恣意妄为。区纪委初核后，立即对钟家友违纪
问题立案调查并采取纪律审查措施， 并按程
序对该案5名涉案人员分别给予开除党籍、免
去职务等处分。2015年7月， 区法院向钟家友
送达刑事判决书， 其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

刑11年。
2015年， 蒸湘区纪委对区政府干部李桂

生贪污案快查快结，立案8天后即移送司法机
关，被评为2015年度衡阳市“精品案件”。通过
该案，该区举一反三，对区级领导联系的30个
重点项目开展专项检查，追回违规资金156.86
万元。 在全区开展财务大检查及往来款清理
工作，下发整改通知19份，收回欠款1071.8万
元。 并出台《重点工程项目资金管理办法》、
《规范重点工程项目征地拆迁安置补偿标准
规定》， 推动全区重点工程项目走上制度化、
规范化轨道。

同时，该区还紧紧围绕“加强纪委对同级
党委特别是常委会成员监督”试点工作，探索
破解同级监督“不敢、不好、不能”的难题，让
接受监督成为新常态。

2015年5月，区委副县级干部李某某违纪
问题线索被掌握，蒸湘区纪委立即向市纪委上
报违纪线索并开展初核。经查明，李某某在担任

蒸湘区区委副县级干部兼南华大学迁建工程
建设协调领导小组副组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
便利，贪污公款、挪用公款；违反社会主义道德，
与他人通奸。最终，市纪委给予其“双开”处分，
并移送司法机关。这是自2001年蒸湘区建区以
来第一个被司法追究的县处级干部。

为探索破解“上级监督太远”的难题，蒸
湘区还出台《县处级领导干部勤政廉政约谈
提醒制度（试行）》，对县处级领导干部中存在
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采取咬耳扯袖、红脸
出汗的方式进行谈话、提醒，帮助约谈提醒对
象及时发现并整改问题，推动“一岗双责”落
实，起到了抓早抓小、防微杜渐的良好成效。

据统计，2015年以来，区纪委书记谈话提
醒县处级干部就有27人次。其中，一位区委常
委因相对固定用车的司机公车私用被约谈提
醒后，解聘了该司机；一位副区长因联系的村
乱发低保被约谈提醒后，立即纠正，问题化解
在萌芽状态。

曹辉 蒋睿 赵永华

� � � �名片
熊梦娜，女，1990年出生，湘潭县石鼓

镇铜梁村顶峰桃树冲人。 湖南工程学院机
械工程系毕业， 曾在湘潭某购物广场任品
牌销售主管。辞职后，回乡创业，成立了一
家养鸡场———湘峰养鸡专业合作社，开发
了当地著名的农家乐品牌———“顶峰保
爷农庄 ”， 主营原生态山林散养土鸡 、顶
峰特色农家乐 、顶峰腊肉 、高山清水渔场
等项目。
� � � �故事

4月9日，湘潭县石鼓镇铜梁村顶峰桃
树冲，天空飘着丝丝小雨。

“咯，咯，咯……”上午10时，山麓之
间，鸡鸣四起。几千只青脚土鸡和雀山鸡从
树林里向它们的女主人飞奔而来。 女主人
名叫熊梦娜，90后女生。

“我养的鸡完全是原生态的。吃的是山
上的昆虫，还有山下农户种的谷糠，雨露和
山泉是鸡群的饮水。许多人吃过我喂养的
土鸡后评价说，肉质好，味道鲜。”熊梦娜
介绍。

大学毕业后， 熊梦娜在一家商场做起
了皮具销售。由于业绩突出，她在短短几年
时间里被提拔为销售主管， 成为了大家眼
中的白领。

“当时有点厌倦了朝九晚五的生活，自

己年轻总觉得还可以再做点什么。” 辞职
后，熊梦娜萌生了返乡创业的念头。可是做
些啥却让她一头雾水。

“顶峰那么好的环境，越来越多的城里
人都会在节假日来玩， 每次来都会带些土
鸡、腊肉、蔬菜、鱼回去，你何不试试搞个农
家乐，说不定是条路子。”石鼓镇兴旺村村
支书莫丛必点醒了熊梦娜。

一开始， 家里人并不看好熊梦娜的创
业计划。 熊梦娜一再坚持， 苦口婆心跟父
母、弟弟做思想工作，终于在2013年，她的
“养鸡梦”开始变成现实。

筹资100余万元，修路1.5公里，流转11
户山地，1200亩作散养基地， 兴建育雏室
80平方米，搭建4座简易鸡舍，共计800余
平方米。“看到建成的鸡舍，还有鸡苗，我就
感到动力十足。”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熊梦娜的养
鸡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第一批育雏的鸡
苗死了很多，那些日子真是郁郁寡欢。”

为了掌握养鸡技术， 她一个人奔赴衡
阳、湘乡等地，向当地的养殖户前辈们虚心
学习。 她还在湘潭市妇联的帮助下参加了
“精准扶贫，巾帼同行”农家女SYB（北京）
创业培训学习。“精神上有了支撑， 技术上
有了启蒙，创业路上我走得越来越顺，越来
越有底气。”

目前， 熊梦娜的养鸡场年产成品鸡
75000只，年收入50余万元。除此之外，她
还扩建了高山清水渔场， 制作传统顶峰
腊肉，开设农家乐，去年产值已突破100
万元。

“未来5年，合作社将重点打造乡村旅
游产业，建立新型生态休闲农庄示范基地。
如果条件允许， 我还打算利用网络对自己
的产品进行宣传和销售。” 熊梦娜坦言，顶
峰地域偏僻，被称为“湘潭西藏”，道路不
畅，自驾游客进村口后只能徒步进村，进出
货物时常受阻。更艰难的是，这里网络信号
极其微弱，接近“瘫痪”状态，与外界经常失
联，很难及时获得各种信息。

“我相信， 这些现实问题很快会解决
的。一路走来感谢政府、感谢妇联，还有当
地村民们。他们不断鼓励我前进，我只有继
续努力干下去，毕竟这里是我的根。”熊梦
娜说。

� � � � 湖南日报4月10日讯（孔瑞 左丹）4月
8日，“尔康杯”湖南省“互联网+”大学生创
新创业暨营销策划大赛， 在湖南商学院启
动。中南大学、湖南农业大学、长沙理工大
学、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等省内10所高校参
赛。与往年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不同，此次
活动首次将高职院校纳入，本科、高职院校
学生将“同台竞技”， 报名人数有望突破
3000人。

大赛由湖南省市场学会、湖南商学院、
湖南尔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共同举办，旨

在通过“互联网+”的模式，一方面检验学
生团队的协作能力及合作精神， 另一方面
考查学生理论性创意项目的实际“落地”成
果。大赛分为初赛、复赛、总决赛三个阶段，
活动历时近两个月， 总决赛将于5月底举
行，设一、二、三等奖及单项奖，优胜者最高
可获奖金1万元。 为确保活动的公平公正
性，大赛设置了网友投票、评委问答、成果
展示等多个环节， 同时邀请了来自高校市
场营销专业、企业营销领域的15名专家担
任评委。

� � � � 湖南日报4月10日讯（通讯员 李晖洋）
4月8日，云台山茶旅集团与一券三师在长
沙签约，启动新三板挂牌上市进程。这标志
着云台山茶旅集团成功步入了资本运作
与创新发展双轮驱动的快车道。

云台山茶旅集团董事长李亮透露，公
司将以更加完善的集团管理机制， 加强旅
游信息化与品牌推广标准化的系统建设，
实现快捷高效的企业管理模式， 并通过集

团“以茶兴旅、以旅促茶”的发展战略，最终
成为助推云台山旅游发展的行业先锋。

李亮表示，未来，云台山茶旅集团还将
全力打造云台山黑茶和旅游产业， 并力争
在5年之内将云台山风景区打造成国家5A
级风景区， 使云台山风景区山顶的真武古
寺、 山中的观光茶园基地和山下的龙泉洞
风景区“串珠成线”，形成更良好的集团产
业规模。

三湘风纪

本科、高职院校“同台竞技”

湖南省大学生创新创业
暨营销策划大赛启动

以茶兴旅 以旅促茶
云台山茶旅集团步入资本运作快车道

白领当“鸡倌” 深山养“凤凰”

万里海岸护鸟行

志愿者最美丽

� � � �熊梦娜 图/刘也

� � � �湖南日报4月10日讯（记者 邹靖方 通讯员
王诚）今天，记者从省质监局获悉，省质监局
发布以一季度工农业生产、节日消费、环境治
理等为重点的质量监控报告。 监控数据统计
分析表明，一季度全省质量态势总体平稳。

据报告显示，一季度质量诉求有所增加，

同比增长2.7%； 重点产品抽查合格率有所下
降，同比下降1.6%；质量安全持续向好，安全
事故保持零发生。 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企业生
产环节质量水平有所下滑；商品煤、日用消费
品等民生产品抽查合格率偏低； 群众质量诉
求强烈， 特别是电梯等特种设备运行问题成

为投诉热点。
一季度， 全省质监系统共受理质量投诉、

举报、咨询2661起，群众质量诉求的主要领域和
热点产品是：特种设备、民用计量器具、汽车及
配件、建材、能源产品、家用电器、农资、烟花爆
竹等，其中电梯等质量问题投诉占到了54.4%。

� � � � 湖南日报4月10日讯（记者 曹娴）保险
业“新国十条”提出，要加强保险消费者合
法权益保护。4月7日， 长沙人身保险业评
选出100名诚信服务明星， 在全行业营造
“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氛围，自觉维护消
费者合法权益。

据悉， 此次评选活动从2015年5月开
始，经过了层层推荐、微信投票、组织评选

等环节。评选标准主要有3个：诚实守信，诚
实开展保险销售，不误导欺骗客户；爱岗敬
业，严格遵守保险从业人员准则，自觉维护
客户权益和保险行业形象；业绩优良，业务
素质和专业技能较强。

消费者如果发现保险机构及其从业人
员的保险违法违规行为， 可拨打“12378”
保险消费者维权投诉热线进行举报。

� � � � 湖南日报4月10日讯 （通讯员 申喜志
吴俊莹）“在农行的不断帮助下，如今，我家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以往破旧的小土屋变
成了小楼房……而我本人， 也终于可以自食
其力了。”3月下旬，一封来自张家界市永定区
紫云社区居民胡桂香的感谢信， 带出了农行
助力贫困母亲脱贫致富的佳话。

胡桂香自幼患小儿麻痹症， 是一名重度残
疾人，并遭遇离婚打击。身残志坚的她，一直靠做
零活维持生计。 她收养的女儿2013年考上大学
后，生活更加拮据。张家界农行获知情况后，送来

助学金，并承诺一直资助她女儿到大学毕业。
如何帮助胡桂香脱贫致富？ 张家界农行

志愿者鼓励胡桂香承包家门口50多亩橘园，
并在果园内放养乌骨鸡。前期投入资金不足，
农行志愿者送钱送物；人手不足，农行志愿者
纷纷过来帮忙锄草、施肥。

“果园+乌骨鸡”种养模式，走出一条生态
致富路。今年3月，当农行志愿者再次来到胡

桂香家里时，她家从里到外都焕然一新：原来
的小土屋已改建成小楼房， 承包的橘园郁郁
葱葱， 树下散养的乌骨鸡已被附近的农家乐
提前预订一空。

据悉， 胡桂香只是张家界农行帮扶的对
象之一。近年来，该行先后帮助贫困家庭、留
守儿童、 孤寡老人等特殊困难群众120人，资
助金额达50余万元。

一季度我省质量态势保持平稳

脱贫攻坚奔小康 志愿者3年帮扶重度残疾人

贫困母亲走出困境

盯紧“一把手”，
向“有权任性”亮剑

蒸
湘
区

自觉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长沙人身保险业评出
100名诚信服务明星

（上接1版）
鹭鸟是湿地生态系统中的重要指示物

种。易飞跃称，对于鹭鸟的保护，繁殖期最为
重要，因为这一时期的鸟类最敏感，观鸟爱好
者千万不要去干扰它们。

天敌减少带来的过度繁殖
“白鹭的生活范围很广，沼泽、稻田甚至城

市的水边，只要能找到食物的地方几乎就有白
鹭。”湖南师范大学教授邓学建注意到，近十年
来，不仅是白鹭，还有牛背鹭、夜鹭、丝光椋鸟
等，在湖南的数量都有明显增加的趋势。

邓学建认为， 由于白鹭等鸟类的天敌如

蛇、黄鼬、猛禽等越来越少，导致了白鹭的过
度繁殖；而对于某个区域，一个物种数量的急
剧增加，往往也是个不小的麻烦，这同样说明
生态的一种失衡。

比如，如果大量白鹭将周围鱼塘当作“食
堂”，将给养殖户带来严重损失。更重要的是，
白鹭会大量捕食野生的小型鱼类， 带来难以
预测的生态改变。此外，大量鸟粪会污染空气
和水环境， 粪便中较高的酸度也会造成植被
的枯死。同样因为鸟粪具有强酸性，它们成了

车漆的一大杀手。
一个地区的白鹭数量达到多少才算适

度，很难定论。但不管怎样，越来越多的白鹭
正在湖南生活下来，对于它们，我们除了欢迎
保护，也许还需要更多思索和研究。

【生物小名片】
鹭：鹳形目鹭科鸟类的通称。为大、中型

涉禽，主要活动于湿地及林地附近，全世界共
有17属62种，中国有9属20种。它们具有长嘴、
长颈、长脚的外型。

白鹭“办”婚礼 鱼塘当食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