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记者 邹仪 通
讯员 单明海 ）“我们要利用商会聚集众
多企业的资源优势， 积极投身家乡的扶
贫攻坚事业， 让企业帮助家乡人民脱贫
致富。”这是6月12日，广东宁远商会众多
企业家专程回到家乡宁远县天堂镇大阳
洞村看望贫困户时，发出的共同心声。

近年来，该县异地商会发展迅速，企业已
增加到400多家，各商会心系家乡，在招商引
资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特别是扶贫工作开展
以来，异地商会发挥企业资金、技术、市场、信

息和管理优势，通过产业扶贫、商贸扶贫、就
业创业扶贫、赠物捐资援建、教育扶贫、智力
扶贫、结对精准帮扶等形式，帮助贫困村、贫
困群众走上脱贫致富道路。 仅今年清明节期
间，在广东、上海、浙江等地的商会100余名
老板回乡为教育基金捐款达300余万元，为
600名贫困生和优秀教师发放资助金、 奖金
130余万元。截至目前，有25家企业与25个贫
困村结对帮扶， 启动30余个产业扶贫项目，
全县非公经济人士共投入扶贫资金1500余
万元。

宁远多家异地商会回乡扶贫
有25家企业与25个贫困村结对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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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王军 谢华丽

“我这双膝骨关节炎患了多年，现在基
本好了，在山里走没有困难了。你看，这片笋
竹林长得多好！这得感谢你们，帮我拔掉了
‘病根’。”6月12日， 炎陵县策源乡朝阳村贫
困户陈英豪对上门复诊的株洲市中心医院
创伤骨科主任张锡平说。

以前，朝阳村交通不便，村里医疗卫生
条件差，仅有一间简单的医务室和一名乡村
医生，村里不少人因贫致病、因病致贫。“村
里缺医少药，小毛病还能对付，要有突发疾

病、大病，就没有办法了。”村党支部书记李
邱平介绍，村民干农活经常被蛇咬伤，没法
及时注射抗蛇毒血清，一些人落下了病根。

李邱平的堂弟、 今年42岁的李邱生，10
多年前进山砍树时不慎砍断手筋，因得不到
及时医治， 只找村里医生做了简单包扎，到
如今手都使不上力。 出门打工找不着活，在
家务农也吃不消，家里十分困难。

李邱平做过统计，株洲市中心医院帮扶
工作队进村前，村里51户建档立卡贫困户中
有30多户因病致贫。2015年，株洲市中心医
院创伤骨科主任张锡平等到村里结对帮扶，
他们成了村民们的“健康顾问”。据了解，该

医院还多次组织医疗专家进村义诊，为村民
赠送药品、免费治疗，如今，村里因病致贫的
贫困户大多摆脱了疾病，增强了脱贫信心。

随后,株洲市中心医院又为村里贫困户
建立了慢性病管理档案，对贫困户进行热心
服务,村民健康状况持续改善。同时，贫困户
到株洲市中心医院就医，结对帮扶的医生会
全程陪同服务，医院免除其挂号费和相关检
查费用，住院也不需要排队候床。

株洲市中心医院还在朝阳村投入帮扶资
金300多万元， 修建了一条长5.8公里的进村
水泥路，并帮助贫困户养殖山羊、土鸡等，结
对帮扶的16户贫困户已有15户脱贫。

湖南日报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梁贤法

一排排红豆杉苗、金丝楠苗在雨水滋润
下长出了嫩叶，一片片翠绿的荷叶浮在水面
上，周边还有成片的南竹林，三五成群的牛
羊在悠闲地吃草……这是6月12日， 记者在
衡山县岭坡乡野莓谷村看到的景象。

野莓谷村属衡山偏远山村， 交通不便，
人多田少，人均耕地不足0.4亩。且多数水田
是冷浸田，水稻只能种一季。而山林地多属
砂砾岩层，不适合种普通经济林木。早几年，
村里年轻人大都外出打工，村里姑娘大多嫁
到山外，不见外地女孩嫁进来。村里有贫困

户68户267人。2015年， 衡山县纪委派出20
名纪检监察干部与村里贫困户结对帮扶，通
过两年艰辛付出，山村发生了巨变，已有31
户贫困户146人脱了贫。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野莓谷村
的山、水、竹、树自成一色，是发展旅游的好
地方。乡村先后投入资金近500万元，建设野
莓谷景区，修公路、游步道、文体活动广场、
文化景观石刻等。

“目前正在建设野莓谷旅游及休闲渔业
扶贫项目。”衡山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陈平
阳说，到时村里贫困户全部入股，可获得土
地租金、 务工工资和股金收入，68户贫困户

户均可年增收1640元。
陈平阳告诉记者，村里还建立了多个种

养基地，目前已养黄牛800余头，种湘莲牧
草400余亩、珍稀苗木10万余株，开发竹笋
综合利用林3000余亩， 生产野生茶油、有
机米、竹林鸡、竹筒酒等多种旅游商品。村
里贫困户聚集在“公司（合作社）+贫困户”
产业链上， 抱团发展。 在驻村扶贫队帮助
下，贫困户郑少余、符春泉联合其他4户群
众，成立了野莓谷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共
同发展珍稀苗木160余亩， 年销售额在30
万元以上。 有4户贫困户办起了农家乐，户
均增收1万元以上。

省建行驻扭仁村帮扶工作队 张永林

“猕猴桃产业园如何确保贫困户收益？”
“怎样调动贫困户入股合作社的积极性？”

6月7日，在省建行的帮扶点———凤凰县
麻冲乡扭仁村， 派驻凤凰县的6个省直单位
扶贫工作队正在召开例会。 顶着大太阳，大
家兴致勃勃地走进我们工作队扶持的黑猪
养殖合作社和水果合作社基地，实地了解产
业扶贫和合作社管理情况。

两年多来，这样的例会，我已记不清有
多少次了。从2015年初进驻凤凰县后，6个省
直扶贫工作队成立例会制度， 轮流到6个村

召开，互相借鉴。每次例会，大家都深入村里
走访，在田间地头现场调查，边看项目边讨
论，结合现场谈问题，做得好的一一点赞，存
在欠缺的也互相提醒。

省政府办公厅与省政府研究室联合扶
贫点的危房改造项目、省编办扶贫点的铁皮
石斛产业园、中南林科大扶贫点的村组公路
和产业园、 省旅游局扶贫点的乡村旅游、省
联通公司扶贫点的产业发展等，都给我们深
刻启迪，并探讨是否具有可复制性。比如，在
发展黑猪养殖上，省联通公司和省建行两个
工作队进行过深入交流和沟通，少走了不少
弯路。

每次例会，大家既学习经验，也以督查
的角色深入分析探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
不足。因为大家都知道，不遮丑、不隐藏，是
为了脱贫验收“不出丑”。

例会制度两年多来，不仅形成了信息资
源共享、经验做法互通，而且还通过互相提
醒、帮助，形成抱团促发展、互助攻难关的良
好氛围，6个工作队的队员也结下了深厚的
友谊。作为省直工作队，来到凤凰县，充分发
挥省直工作队的优势， 努力塑造良好形象，
不给省直工作队抹黑，不给凤凰扶贫抹黑。

扶贫路上， 尽管有很多艰辛与困苦，但
我们充满信心，坚定前行!

� � �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记者 张斌）“您
家的帮扶干部是哪个，今年来过您家几次，
做了什么事，您对他们的工作满意吗……”
近日，临武县成立脱贫攻坚专项督查组，以
“精准监督”严防“纸上扶贫”。

当前，临武县精准扶贫进入攻坚阶
段 。为确保在“精准扶贫”工作中扶真
贫、真扶贫，加强对“精准扶贫”的监督
检查，今年来，临武县结合日常督查检
查、信访举报、纪检、审计发现的问题 ，
制定了脱贫攻坚突出问题集中整改方
案、精准扶贫抽查调度考核制度等方案
制度， 并成立脱贫攻坚专项督查组，通
过实地走访、查看台账资料 、访问民情

等方式，对脱贫攻坚工作进行全面督查
巡查。

对发现的问题，该县即时下发督办卡，
同时认真梳理，逐条逐项形成问题清单，对
症下药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 一周一
调度，边督查边整改，切实打赢脱贫攻坚这
场硬仗。该县纪委发挥问责“利剑”作用，以
问责倒逼责任落实， 对违反脱贫攻坚工作
纪律的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通报一起，曝
光一起。

据统计，今年以来，临武已开展2轮脱
贫攻坚专项督查，下发问责通报7期，约谈
10个单位负责人，通报8个帮扶责任单位，
问责18人。

精准扶贫 在三湘
扶贫故事

“健康顾问”进村来

6个扶贫队，轮流开例会精准扶贫 在三湘
帮扶手记

满栽“摇钱树” 遍地是牛羊

临武专项督查严防“纸上扶贫”
今年来已问责18人

湖南日报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贺力平

【判决结果】
一名失信被执行人在法院执行过程中无

视法院裁定， 藏匿已查封的铲车拒不交出，从
而因小失大， 付了执行款后仍被判刑。6月7
日， 邵阳市双清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结此案，以
非法处置查封财产罪判处被告人罗某有期徒
刑6个月，缓刑1年。

【案情回放】
2015年8月，在原告岳某、姜某与被告罗

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审理过程中， 岳某与姜
某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 法院作出民事裁定
书， 对罗某所有的一台山东临工某型号铲车
进行查封，并对罗某做了查封笔录，告知其查
封期间的要求和相关法律规定。

2015年9月， 双清区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
决书，判决被告人罗某支付岳某、姜某货款28
万余元。2016年2月，岳某、姜某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发现，罗某擅自处置
被法院查封的这台铲车，拒不交出，涉嫌构成非
法处置查封财产罪，遂向公安机关移送侦查。罗

某到案后，对自己藏匿铲车的行为供认不讳。
案件审理过程中， 被告人罗某与岳某、姜

某达成刑事和解协议，罗某将私自藏匿的铲车
交出，并作价15万元折抵部分货款。岳某、姜
某对罗某表示谅解。

【法官说法】
审理此案的法官魏永耀认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法》第314条规定：隐藏、转移、变卖、
故意毁损已被司法机关查封、扣押、冻结的财
产，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者罚金。查封是一种临时性的强制措施，所查
封的物件未经解除查封，任何人不得擅自处理
和移动，其目的在于实现申请人的权利。而非
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的行为，妨害了
司法机关依法对社会的管理活动，严重侵害了
申请执行人权利的实现，也严重亵渎了神圣的
法律，其行为理应受到法律制裁。

【温馨提示】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失信被执行人采取

非法手段“赖账”，不仅达不到目的，还有可能
被追究刑事责任。奉劝那些恶意逃避执行的人
不要以身试法。

湖南省老年服务
产品设计大赛启动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 （记者 陈勇 通
讯员 吴丽娟） 首届湖南省老年服务产品
设计大赛启动仪式暨产业战略研讨会，
今天在湖南康乃馨养老产业集团举行。

我省比全国早3年进入老龄化社会，
目前老年人口超过1100万， 涉老服务需
求日益旺盛。 老年服务产品涵盖长期照
料、 医疗康复、 营养保健、 饮食服装、
休闲旅游、 文化娱乐、 日常居家等方面，
产业链条长、 覆盖领域广、 市场空间大，
成为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促进经济
转型升级的重要突破口。 省民政厅、 省
老龄委与康乃馨集团一起， 合力谋求突
破， 服务三湘老人。

本次大赛以“为老设计 康享生活”
为主题， 时间自6月12日开始持续至10月
下旬， 作品征集分为“产品组” 和“概
念组” 两大类三个类别： 生活辅助类，
含老年康复护理用品、 医疗辅助用品、
生活起居用品、 肢体辅助用具等； 智能
养老类， 含综合运用互联网、 物联网等
电子信息技术设计的为老信息系统或软
件、 终端产品等； 综合设计类， 含为涉
老场所提供一系列富有创意的环境设计
以及整套专业养老服务解决方案。

以案说法

法院查封物件不得擅自处理———

罗某藏匿法院查封铲车获刑

农家庭院
花飘香
6月11日， 双峰

县井字镇黄巢村一
农户庭院中，蝴蝶在
盛开的格桑花丛中
飞舞。 黄巢村不仅有
较好的生态环境，还
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今年，娄底市财政局
扶贫工作队根据该
村实际，开展“美丽
乡村” 项目建设，引
导村民在庭院中栽
植花卉、 水果等，既
美化了村庄，又能带
动乡村旅游，助力农
民增收。

李建新 摄

� � � �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 （记者 刘勇 通
讯员 李书庚 王玉胡）11日， 安佑杯2017
寻找中国美丽猪场公益活动（中部赛区）现
场赛在岳阳市举行。经过激烈角逐，湘潭沙
子岭猪资源场获得金奖， 湖南鑫广安农牧
路口分公司获得银奖， 佳和农牧汨罗分公
司、新湘农公司菖蒲猪场、临武南强顺康养
殖专业合作社分别获得优秀奖。

经过“一见倾心猪场秀、青出于蓝技术
控、回味无穷水煮肉、饕餮盛宴拿手菜”四
个环节的比拼， 参评技术骨干分别从设施

建设、养猪技术、猪肉品质风味及文化方面
向评委展示了各自猪场的实力。据悉，此活
动由全国畜牧总站、农民日报社、中国畜牧
兽医学会联合主办， 最终将在全国评选出
美丽猪场40家， 届时将于今年9月在重庆
举办大型公益活动、颁奖盛典。

省畜牧水产局总工程师邱伯根表
示，寻找美丽猪场的目的是“发展生态友
好型猪场、打造品质品牌猪肉”，倡导生
猪养殖既要保障肉品供给， 又要保护生
态环境。

� � �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 （记者 彭雅惠）
今天， 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公布经济
数据，5月份， 我省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
（CPI） 同比上涨1.4%。 其中， 城市上涨
1.8%，农村上涨0.6%。

自2月份以来， 我省CPI保持低位运
行，受食品价格下降影响明显。数据显示，
全省食品价格同比连降4个月，5月份降幅
为1.8%，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下跌约
0.39个百分点。

蛋类、畜肉和鲜菜是“拖累”CPI的主
因：蛋类价格持续低迷，目前已降至近两年
最低价； 畜肉类价格降幅逐月扩大，5月份

同比下降达7.1%； 鲜菜价格连续4个月同
比下跌。

食品项中， 仅水产品和鲜瓜果价格保
持稳定上涨， 其中， 鲜瓜果5月同比涨价
9.1%，涨幅为近12个月最高。

非食品项中， 服务类价格持续高增，5
月份同比上涨3.1%， 医疗服务价格领涨，
涨幅达到6.7%。消费品价格除通信工具外，
全部实现同比增长， 但涨幅相对缓慢，其
中，交通工具用燃料价格、房屋租赁价格连
续三个月收窄涨幅；五一假期过后，旅游价
格上涨减缓，5月同比上涨5.8%， 较3月、4
月涨幅分别收窄2.4个、1.8个百分点。

湖南5月CPI同比增长1.4%
蛋类、畜肉和鲜菜拉动食品价格连续4个月降价

美丽猪场评出五强
湘潭沙子岭猪资源场获得金奖

———野莓谷村“靠山吃山”换新颜

� � � �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蒋国庆）“感谢宣传部的干部，为
企业解决了资金难题。 ”今天，双牌县竹木
加工企业主刘宏说。6月7日起，双牌县从县
直及省市驻双单位抽调2392名干部下到农
村、 社区和企业， 开展精准帮扶解难题工
作。

这次下基层活动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学
(学政策业务)� 、下(下村社企业)� 、查(查落

实执行)� 、断(诊断原因)� 、改(整改销号)� 、
问(问责追责)� 等，集中解决基层在党建引
领、脱贫攻坚、信访维稳、安全生产、环境整
治、企业帮扶等6个方面的难题。 为确保活
动取得实效， 该县要求所有下基层的干部
自觉做到“七不准”，即不准在所驻单位报
销应由个人负担的各种费用、 不准收受所
驻单位馈赠的土特产、 不准打牌赌博和公
款娱乐等。

� � �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记者 唐善理 通
讯员 胡光雄 )近日，永州市冷水滩区召集
400余名餐饮店业主， 共商餐饮店提质改
造，并推动中心城区“厨房革命”。

小餐饮店、 小食品店、 小作坊等食品
“三小”遍布冷水滩区大街小
巷，成为食品药品监管重点。
由于投资小、管理混乱，绝大
多数“三小”食品经营单位存
在“脏、乱、差”的问题，这不
仅关系着民众的饮食健康，
也直接影响着市容市貌。

为全面提升餐饮行业卫
生水平， 根治食品安全顽
疾”，冷水滩区全面推行“四
化”（即厨房管理“透明化”、
食品贮存“超市化”、现场管
理“标识化”、加工管理“规范

化”）管理，以“铁心肠、铁手腕、铁面孔”实
施精准整治，规范小餐饮店厨房管理，做好
餐厨垃圾处置。对无证或证照不全、卫生条
件不符合要求且整改后仍不符合规定的，
坚决予以取缔。

双牌两千干部下基层解难题

冷水滩区启动
餐饮店“厨房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