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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 （记者 刘勇）
凝聚青春之力量，创造贫困村未来。记者
今天从共青团岳阳市委获悉， 通过发挥
“凝聚青年力量”的独特优势，该单位在
平江县岑川镇新福村实施青年创业就业
帮扶、爱心助学等活动，既助力贫困村当
前脱贫，更着眼创造贫困村长远未来，受
到社会好评。

共青团岳阳市委是新福村的对口帮
扶单位之一。 他们组织长期联系的一批
优秀青年企业家，到新福村“摸底子”“找
穷根”，有针对性地帮扶贫困家庭。岳阳
市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协会秘书长贺晨

与村里达成协议， 由他向村里提供种牛
和养牛技术，并负责回收销售，村里提供
养殖场地，双方利益共享，以此带动贫
困户增收脱贫。还有一些贫困户更愿意
走出去，青年企业家们“因材施策”，给
他们提供学习技术的机会，然后再安排
到自己的企业工作，实现“一人就业、全
家脱贫”。

共青团岳阳市委还特别注重对贫困
家庭孩子在学习等方面的帮扶， 以阻止
贫困的代际传递。为此，“国酒茅台”爱心
助学项目“落户”偏远的新福村，村里今
年考上大学的两名贫困生每人获得5000

元资助，喜圆大学梦。村里有贫困学生17
个，通过共青团岳阳市委的协调争取，也
都获得了“希望工程”、爱心企业、青年爱
心人士的支持，并将长期获得资助。他们
还联系一些城区学校与贫困村学校“结
成对子”， 助力提升农村教育的管理、教
学水平。

今年寒假，共青团岳阳市委计划组
织新福村等地的贫困留守儿童，走出家
门、走出农村，让他们到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博物馆、科技馆等场所感受城市、
开阔眼界、“种下心愿”， 为未来成长积
蓄力量。

湖南日报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魏智华

“这红薯粉真好，来20斤！”日前，郴
州军分区驻汝城暖水镇东村村扶贫工作
队邀请郴州衡阳商会、 部分返乡创业的
退役老兵和本村在外致富能人200多人，
齐聚村部参加一次特殊赶集。

当日上午9时30分，当客商们抵达东
村村部时，60多个贫困户早已将三四十
种山货绿色食品摆放在操场里等候。回

龙湾2组村民胡胜福准备了1000多斤红
薯粉，仅仅过了1小时，这些山货绿色食
品就卖光了， 胡胜福进账10000多元。大
屋场4组贫困户朱生全冬笋200斤， 不到
半个小时就被抢完了， 他有点后悔这些
天挖少了货。“这样的赶集头一次举行，
平时到县的赶集，大半天都卖不掉，真没
想到今天会这么好卖。” 朱生全说。据村
支书钟奎估算，一上午，现场交易3万多
元， 还有几户贫困户与客商达成长期供
销协议。

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周素萍介绍，
这次赶集会， 是郴州军分区联系东村精
准扶贫，实施产业脱贫的一个重要环节，
旨在为贫困户搭建一个农产品的供销平
台，为他们打开销售路子。

据了解， 郴州军分区联合市技师学
院、平安财险联系东村村扶贫以来，共协
调430多万元资金，针对贫困村民所需所
盼，先后对东村村的生产、交通等基础场
所设施，进行了美化、亮化、现代化的升
级改造。同时注重提升贫困村的“造血功
能”， 帮助他们建立长效的脱贫产业，指
导和鼓励贫困群众， 成立生产经营合作
社，帮助贫困群众早日摆脱贫困。

岳阳凝聚“青春力量”扶贫

� � � �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 （通讯员 徐永红
记者 李寒露）12月16日， 桃源县公安局对外
通报，该局破获涉案资金近6亿元的“天音”重
大传销案，抓获犯罪嫌疑人20余人。

据了解，2015年6月，犯罪嫌疑人杨某（河
南人）纠集刘某、赵某、蒙某等人，冒用上市公
司“天音控股”下属公司“天音通讯”，成立深圳
天音网络发展有限公司，建立网站，对外宣传
“天音170众筹”，以免费发放170电话卡、推广
使用170电话卡盈利分红、天音商城免费购物

等为诱饵，在网上大肆发展传销人员。还组织
所谓黄金会员参加“香港旅游研讨会”等，吸
纳资金。至案发，涉案人员达39万人，层级达
239级。

去年10月， 桃源县公安局网监大队在巡
查中，掌握了相关线索。大队长程雄文带领精
干力量，辗转福建、广东、重庆、江西等16省市，
行程8万余公里，历时300余天，近日将“天音”
重大传销案件主要犯罪嫌疑人缉拿归案。

目前，案件在进一步审理中。

泸溪县法院
结案周期大为缩短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通讯员 李焱华
吴英 ）法庭全员吃住、办公在法庭，就地立
案，适时审判，实现立案权、审判权下移，泸
溪县人民法院司法改革一年来，便民利民效
果明显。

泸溪县法院结合山区路远偏僻、群众打
官司不方便实际情况,�今年初在浦市、洗溪、
兴隆场等基层法庭， 实行法官全面驻庭、立
案登记制、 裁判文书签发和法官员额制改
革。一年来，3个基层法庭简易和普通程序民
商事案件结案周期较去年同比分别缩短了9
天和15天。

� � �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 （记者 张斌 通讯员
王巧农 黄灿）永兴县纪委今天透露，从今年8
月份开始，该县在全县范围内对反映扶贫领域
涉嫌违纪问题信访举报认真摸排，严查扶贫领
域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截至12月16日，该县
共排查梳理反映扶贫领域问题线索18件，立
案查处14人。

据了解， 永兴县重点整治扶贫领域违纪违
法案件，不断加大对扶贫资金截留挪用、虚报冒
领、贪污侵占以及在脱贫攻坚工作中优亲厚友、
失职渎职等问题的查处，发现一起，严查一起。

针对反映扶贫领域涉嫌违纪问题信访举

报件督办工作， 制定了信访举报督办工作方
案，进行详细安排部署。充分运用政府门户网
站、县电视台等平台，公开投诉地址、投诉电
话、投诉邮箱等多种举报方式；在各单位、乡镇
政务大厅设立举报信箱，定期梳理排查扶贫领
域涉嫌违纪的问题线索和信访举报，畅通监督
渠道，筛选重点信访举报进行督办。

同时， 对于涉及扶贫领域的信访举报，该
县建立台账进行严格管理， 并定期督查督办。
所有扶贫领域涉嫌违纪信访举报问题线索逐
一交办，都写明受理时间、办理时限、办理责任
人，承办单位签字领件，责任落实到人。

一场特殊的“赶集会”

关爱抗战老兵
12月17日， 平江县在平江起义纪念馆举行抗战老兵座谈会，43位健在的抗战老兵

与家属和志愿者参加。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为老兵赠送了暖手袋、红木拐杖等礼物和慰
问金。 曾文军 摄

永兴：剑指扶贫领域违纪

� � �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 （记者 张斌 通讯员
龙胜青）“树廉洁之心，行廉洁之事，做廉洁之
人；清者自清，廉者自廉……”近日，走近花垣
县补抽乡吉久村的文化墙， 醒目的廉政文
化宣传标语和配图映入眼帘。 当地干部告
诉记者，这些设在村里的廉政文化墙，正潜
移默化地教育和引导村党员、干部、村民增
强廉洁意识。

今年来，花垣县把廉政文化纳入美丽乡村
建设内容，深化美丽乡村建设，丰富美丽乡村
内涵， 通过开展形式多样地廉政文化进村活
动，大力倡导文明乡风，使廉政文化融入农村
日常生活。以评选“平安家庭”为契机，该县推进
廉政文化入户，发放廉政资料70000余份，评选
出近4万户“平安家庭” 均有清廉家风考核内

容。借助电影下乡，每村播放一场廉政电影，目
前已在全县223个村居巡回播放223场次，覆盖
率达92.15%。在有条件的50个美丽乡村建设示
范点，还建立廉政文化宣传长廊，以土生土长的
廉政文化“传媒”打造靓丽的乡村风貌。

结合“两学一做”教育实践活动，花垣县全
面推进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上”好廉政文化
进村的“链条”。通过田间课堂、微课堂、板凳课
堂等形式，该县系统组织党员学习习总书记系
列讲话、学习党章党规，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
生活， 并从严从实推行村干部述廉评廉制度、
“四议两公开”、村务财务党务公开。通过一系
列举措，推进了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群众对惠
民资金、扶贫建房、民政救济、低保评议等工作
的落实情况十分满意。

花垣：廉政文化融入农村日常生活

桃源破获“天音”重大传销案
涉案资金近6亿元

� � �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范沁军）12月15日，湖南省第九届研究生创新
论坛暨国防科技大学第十六届研究生学术活
动节在国防科大开幕。国防科大副校长庄钊文
出席， 来自全省13所高校的教师和研究生代
表近1600人参加开幕式。

本届论坛主题为“探索与创新”，由湖南省
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省教育厅主办，国防科
大与中南大学、 湖南大学等13所省内兄弟院
校共同承办，目的在于通过一系列学术交流活
动，促进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生的学术

视野，激发广大教师和研究生的创新热情和积
极性，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主论坛设在国
防科大，论坛共设13个分论坛，收到论文2394
篇，最终录用1335篇，评选出优秀论文616篇。

开幕式结束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五院
载人航天总体部空间站系统总设计师杨宏作了
“用成功报效祖国”的大会主题报告。杨宏曾先后
担任“神舟”号飞船系统副总设计师、“天宫一号”
总设计师，他以自己的亲身体会，通过航天人的
公关事例诠释载人航天精神和神舟文化，表达航
天人的心声，赢得了与会代表的阵阵掌声。

激发创新热情和积极性
湖南省第九届研究生创新论坛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