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湖南日报12月14日讯（记者 白培生 通讯
员 何文华 张孟麟）“多亏村里的智囊团，现在
我的水果基地发展得很好。”12月13日，安仁县
华王乡东桥村贫困户吕海伟对记者说。

今年4月，吕海伟找到村里的智囊团，问计
如何脱贫。 智囊团成员李世栋等3人合计后认
为，吕海伟适合发展水果。于是，吕海伟联合村
里4户贫困户贷款10万元， 成立专业合作社种

水果。 如今，合作社会员增加到了16户。
今年来， 华王乡积极探索建立党员群众参

与基层管理、加强党群联系的新平台、新机制，在
全乡7个村成立村级智囊团。 乡党委书记何书典
介绍，村级智囊团成员由熟悉村情、在群众中有
一定威信的村民组成，不参与具体村务，主要负
责辅佐村支两委开展工作， 为村集体经济发展、
综治维稳、村民脱贫致富等“问诊”“开药方”。

� � � �湖南日报12月14日讯（记者 欧金玉 通
讯员 唐仕干 吴国雨） 在通道侗族自治县坪
坦乡工作才大半年的邵阳小伙谭楚荣，很快就
熟悉了侗族语言， 接待处理群众信访得心应
手。 经过培训，该县基层信访工作人员已全部
做到像谭楚荣一样， 熟练掌握上岗地域语言，

更好地为群众排忧解难。
通道境内生活着侗、汉、苗、瑶等13个民族24

万余人，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98％以上，真正是
“十里不同语，出门要翻译”。丰富的民族文化和语
言给基层信访工作带来的却是困难重重。 为破解
这种困局，该县从基层信访干部入手，学习上岗地

域语言，了解、尊重当地群众文化和生活习惯。 从
2014年下半年开始，县里与属地政府联合对全县
21个乡镇及242个行政村专兼职信访工作人员进
行轮训。 至今年10月，全县11个乡镇、153个行政
村专兼职信访工作人员对辖区内本土语言、生活
习惯、文化传承全部过关，信访工作基层基础强化
作用显现。

2016年，该县重大活动不断，但因为群众诉
求在基层及时得到处理，全县信访秩序良好，信访
总量不升反降，同比下降85.8％。

通道：提升工作能力，
从语言文化开始

岳阳环境空气质量整体情况趋好
大力整治，严格执法

责任编辑 吴晓华 版式编辑 李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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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段云行 通讯员 康承贵

在娄底乡下，有一个“活泛农民”群体，说是
农民，他们都在各自的公司担任董事长；说是董
事长，他们都在农村创业，用自己的勤劳智慧书
写着精彩人生。

谢雄：绿色养牛天地宽
“再过一个多月，就有一批肉牛出栏了。 ”

12月8日傍晚， 在冷水江市金竹山镇太中居委
会合顺牛类养殖专业合作社基地，合作社董事
长谢雄扛着一捆绿色的黄竹草来到牛栏旁，看
着200头正在吃草的肉牛，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2013年， 谢雄把金竹山镇林场和太中村的
荒山共2000亩山地租下来， 租期30年。 这年8
月， 谢雄怀揣30万元前往山东菏泽买回60头黄
牛，可能是水土不服，牛到村里后，没几天就陆
续发病，死了20头，损失很大。

谢雄拜师岩口镇养牛专业户苏业彬。冷水
江市畜牧水产局派来一位副局长指导他给牛
防病、治病。 现在，谢雄对牛的一般病情，一下
就能诊断出，并对症下药。

谢雄的养牛基地生机盎然了，附近不少农
户和养殖户都来加盟他的合作社， 现在有3位
股东共出资300万元， 在吴山肉岭脚下正式挂

起了合顺牛类养殖合作社牌子。 通过“示范基
地＋合作社养殖小区＋农户” 的经营模式，推
行标准化生产。

目前， 谢雄又在邻近的新邵县坪上镇租了
4000亩荒山，那里百草丰茂，是一个天然牧场。

夏站文：乐于行善不图报
帮人修摩托，不收费；帮人诱捕黄蜂，不要

钱。冬日的阳光暖暖地照着新化县吉庆镇枫木
村，夏站文在蜂箱旁忙碌着。

夏站文今年45岁。15岁那年，父亲去世，他
放弃了上学机会，学会了养蜂，供弟妹生活与
读书。

2006年， 他与人合伙在吉庆镇街上开了
一家摩托车销售店，他自学成才，成了修理摩
托车的高手。

夏站文店里的生意红火了， 他开始收徒
弟。 但不收学费，还包吃包住。 据不完全统计，
10年来，夏站文带领他的弟子无偿为吉庆镇摩
托车用户提供维修服务2万多人次。

夏站文开摩托车销售店， 没有放弃养蜂，
他的蜜蜂从开始的几箱增加到200箱。 吉庆镇
有36人找他学养蜂，他都无偿传授。现在，吉庆
镇的养蜂专业户每年养蜂创收达200万元以
上，其中大多是他的弟子。

杨鹏华：魔芋“单骑”走天下
11月30日， 杨鹏华把车子停到公司坪里，

做魔芋的曾师傅就满脸喜色地对他说：“杨大
哥，广东一客户打来电话，需要250公斤加工好
了的魔芋，要我们赶紧发货！ ”

种魔芋，做魔芋，卖魔芋，成了他每天不变
的工作。 这位40岁的“魔芋大哥”，2009年返乡
创业，已经扎根山村整整7年。

1991年，他从湖南医大毕业，在新化县中
医院工作了半年就毅然辞职，与朋友合伙从事
百货批发，10多年走南闯北，淘到了第一桶金。

2009年，他回到尖山涧村流转20亩地，办
了一个家庭小农场。后来，朋友的需求量大了，
他注册200万元办起了新化县鑫鹏有机蔬菜种
植专业合作社，鼓励当地农民入社。 后又流转
800亩土地，正式走产业化道路，主要生产魔芋
等有机蔬菜。他投资200万元新建了加工厂，与
省内外16家酒店、 宾馆签订了长期供货合同，
目前，魔芋供不应求。今年他仅种魔芋一项，就
产生了100万元的效益。

2016年8月，他继续与当地农户签合同，想
把自己流转的800亩土地全部种魔芋， 让村民
拿土地入股。“只要自己脚踏实地去干，农业产
业也有片天。 ”他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 � � �湖南日报12月14日讯（记者 王曦）今天
上午，省公安厅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一起
由怀化公安主导侦破的特大生产销售有害有
毒减肥药案。 该案目前已抓获犯罪嫌疑人22
人，涉案总资金超亿元。

今年6月14日， 怀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向该市公安局移送案件。案情显示：该市
一群众从某微商处购买2套减肥产品，服用后
身体出现严重不适感觉， 经医院诊断为轻度
精神病。药品检测结果表明，该果素酵母含有
国际禁止使用的成分“西布曲明”，含量越高，
减肥效果越好，但对心、脑血管的危害越大。
警方立即成立联合专案组，着手展开调查。

在一系列网上侦查、情报研判、现场调查
后，专案组逐步掌握了生产窝点、销售方式和

渠道、嫌疑人活动情况等基本情况后，收网时
机成熟。 9月21日，100余名民警在广东、安
徽、辽宁等地同步出击，先后将主要犯罪嫌疑
人刘某浪、姚某娇、黄某辉、陈某伟、张某琴、
姚某及下线15人抓获归案， 并将生产制造减
肥药的广州市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查封，扣
押减肥药成品60万粒及大量半成品和原料，
并深挖抓获其他犯罪嫌疑人。

警方表示，民以食为天，打击食品药品犯
罪活动，保障人民群众食品药品安全，是公安
机关应尽之责。 警方将以此次案件的成功侦
破为新起点， 不断提高公安治安工作的专业
化、信息化和规范化水平，为保障人民群众的
合法权益、 维护国家正常食品药品秩序再立
新功。

� � � � 湖南日报12月14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刘忠良 张脱冬）今天，岳阳市环保
局召开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新闻发布会，通
报了2016年全市环境空气质量状况。1月至
11月，该市环境空气质量整体情况趋好，城
区环境空气二氧化硫、 二氧化氮达标形势
较好， 特别是颗粒物PM10、PM2.5日均浓
度达标率有较大幅度提高。

近年来，岳阳市深入贯彻落实“大气十
条”，完成燃煤锅炉改造、工业排放治理等
各类大气污染防治项目69个， 淘汰黄标车
8000余辆。 出动执法人员2700余人次，检

查重点涉气工业企业179家， 实施砖瓦行
业、餐饮油烟、加油站油气回收3大专项整
治，共检查整治砖厂31家，治理挥发性有机
废气100家。 完成了岳阳林纸1号、2号、4号
炉低氮燃烧器、 除尘提标、 脱硫提标改造
等。 启动了华能岳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1
号、2号、5号机组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巴陵
石化耗资4.86亿元， 用于大气污染工业锅
炉整治项目。

今年1至10月，岳阳市还查办环境违法
案件21起， 移送公安部门涉嫌环境污染犯
罪案件6起。

违禁“减肥药” 流毒千里外
怀化破获一起特大生产销售有毒减肥药案

� � � � 12月14日上午，长沙市五一大道，天心区城管执法大队组织人员对临街外墙立面及
楼顶的违规广告招牌进行拆除，以提升城市品位，消除安全隐患，确保“两节两会”城市立
面空间规范有序。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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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有点子 务农也风流
———三个“活泛农民”的故事

为村里发展“问诊”“开药方”
安仁华王乡村级智囊团广受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