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7月20日讯（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陈健林 ）“我们已到村里，没
有看到你，请发微信位置共享，确定
你的位置。”7月19日晚上8时，江永县
巡察办、作风办督查组长周文来到潇
浦镇和兴村，给驻村扶贫工作队长欧
阳鑫发手机微信督查到岗情况。不到
20秒， 周文收到扶贫队长回信后回
复：“感谢你的配合，辛苦了！”

为进一步强化对全县62个驻村
扶贫工作队日常监督管理，江永县在
严格落实“扶贫队员必须驻村20天以
上”等日常考勤制度的基础上，结合

微信覆盖面广、 操作便捷等特点，利
用其“位置共享”功能，将互联网微信
定位功能与驻村工作签到、住宿制度
有机结合起来，建立“位置共享”管理
制度，拧紧纪律“螺丝”。全县9个乡镇
党委、政府都建立了“位置共享”微信
群，62个贫困村194名扶贫工作队员
加入到群里。通过借助“微”平台“晒”
驻村工作动态， 以图文并茂的形式
掌握驻村干部“行踪”，倒逼扶贫干
部履职尽责。 县纪委不定时抽调督
查人员组成多个暗访组，随机暗访驻
村扶贫工作队在岗情况。目前，已发

现11个单位14名驻村扶贫工作队员
未在岗。这些单位的一把手和扶贫队
员全部被县纪委书记吴军臣约谈；县
委书记对未带队住宿值班的5个乡镇
的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人进行集体
约谈。

“过去驻村扶贫队员‘走读’现象
比较明显，到了晚上住在村里的比较
少。我们要求各乡镇纪委采取个人位
置共享与集体位置共享相结合，查看
干部实时动态位置。现在好了，晚上
都能自觉留下来。” 江永县纪委副书
记、监察局局长宋飞云说。

江永借助“微”平台
拧紧纪律“螺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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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莓姑娘”张莉苑

湖南日报记者 雷鸿涛 肖军

� � � �名片
� � � �张莉苑，1988年生，湖南芷江侗族自治
县人 ，大学学艺术设计的她 ，现为莉苑蓝
莓生态家庭农场、莉苑蓝莓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被称为“蓝莓姑娘”。

� � � �故事
果香四溢，又到蓝莓采摘季。7月12日，

天气晴朗，不少市民自驾游来到芷江侗族
自治县岩桥镇岩桥村的“莉苑蓝莓种植基
地”采摘蓝莓。头戴遮阳帽，身着白色T恤
的张莉苑在蓝莓树中穿梭，为游客们当起
解说员，黝黑的脸上洋溢着笑容。

“我们的蓝莓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
用除草剂， 摘下来不用水洗可以直接吃，
甜着哩。”见到记者，张莉苑就推销起她的
“宝贝”来。

岩桥村村主任陈亚军说，张莉苑现在
在村里名气大着呢，只要一说到“蓝莓姑
娘”，大家都知道是指她。

2012年6月， 张莉苑毕业于中南林业
科技大学。学艺术设计的她，在长沙、南京
等地做过一段时间的室内设计师。2013年，
她辞掉工作，返乡创业。

“种蓝莓完全是一种偶然。”2013年，
张莉苑的外婆眼睛出现问题。从小外婆带
大的她，四处找“秘方”，在网上发现蓝莓

对视力好。
她想买蓝莓给外婆尝尝，却发现这种

水果价格昂贵，在一些地方还买不到。芷江
当时没人种，张莉苑觉得种蓝莓有“钱途”。

说干就干。 张莉苑随即赶赴云南、浙
江、山东等地学习蓝莓种植技术。2013年，
她卖掉了家里的房子，凑钱试种了10亩蓝
莓树。

一开始因为没有做土壤改良，导致蓝
莓树死了很多，让她损失10多万元。又因
为排水问题，也导致了部分蓝莓树死亡。

虽然遇到了资金困难、技术瓶颈，但张
莉苑屡败屡战，不断探索。2014年，她反而
扩大了蓝莓种植的规模，增种了30亩。

“在创业前期，能借钱的亲朋好友我都
去借了。”张莉苑说，在她困难的时候，为了
省人工钱，全家人冒着严寒，用了半个月才
将30亩蓝莓树栽好。

“在我快撑不住的时候，县劳动和社会
保障局把我列入了‘大学生创业引领计
划’，给予了资金支持。”张莉苑说。政府部
门的帮扶，解了她的燃眉之急。

如今，她的蓝莓基地越做越大，从10
亩发展到200余亩……她还建立了蓝莓标
准化种植技术培训基地，成立了芷江蓝莓
科学技术研究协会。

张莉苑有自己的“蓝莓梦”：让更多的
人吃上味甜价廉的生态蓝莓，也让更多的
乡邻通过种植蓝莓走上致富路。

张莉苑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今年她有
50亩蓝莓树挂果， 初步计算毛收入有125
万元。目前，蓝莓的销售渠道，主要是客户
来现场采摘，部分蓝莓可制作蓝莓酒和蓝
莓果汁等。

看着张莉苑种植蓝莓赚了钱，村民们
也心动了。于是,她成立了莉苑蓝莓专业合
作社,村里的部分村民加入了合作社。

“我看她蓝莓卖得还可以，赚了钱，便
加入了合作社， 种了30亩。” 村民杨圣文
说， 他加入合作社后， 蓝莓树就成了他的
“绿色银行”。

看着村民也跟着种植蓝莓致富，张莉
苑说，她心里比吃了蓝莓还甜。

湖南日报7月20日讯 （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周军 罗江）截至7月20日，常德市
18周岁男性公民兵役登记率达100%，报
名人数是去年征集任务数的8.1倍。大学生
报名人数是去年征集任务数的4.2倍。今
日，记者从常德军分区获悉，今年，常德市
推出系列举措，使全市征兵宣传教育更接
地气，征兵工作成绩显著。

“快看！快看！大屏幕上放的是什么？”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欢迎加入中国人民
解放军!”近日，一部以“伟大民族需要精神
凝聚·和谐家园需要军人保卫”为主题的热
血“微电影”出现在常德市各大影院、各大
KTV、各微信公众平台，从大街小巷滚动播
放，到走上大荧幕小荧屏，这部时长约为两
分钟左右的“微电影”宣传片，既有大气磅礴
的宣传画面、号召力强的醒目标语，又有雄

壮威武的军旅歌曲， 引起了全市各阶层、
各年龄段人的关注和讨论的热情。

据介绍，早在今年4月中旬，常德军分
区相关负责人在市区、 县区调研时发现，
很多年轻人对征兵工作一无所知，甚至有
的反映从来没听说过征兵还可以在网上
报名。对此，常德军分区相关负责人决定
联合常德市文广新局等单位开展合作，整
合军地宣传信息平台， 运用现代化手段，
通过“微宣传”“微教育”等形式，让全市征
兵宣传教育更接地气。并结合实际，提出
了集中组织一次“征兵宣传日”活动、开展
一次高校征兵宣传、开辟一批征兵宣传微
信平台、制作一部征兵宣传短片、发送一
条征兵宣传短信、开通一条征兵政策解答
热线等“十三个一”措施，有效扩大了征兵
宣传工作的有效覆盖面。

多媒体宣传 网上可报名

常德参军报名人数大幅增加

� � � �张莉苑 图/张杨

湖南日报记者 陈昂昂

“要推动政策落地、落细、落实”“要诚心
诚意服务客商”“建立健全政务信用管理体
系”……7月20日上午，省政协17楼会议室热
闹非凡，这里正在召开“优化非公经济发展法
治环境”专题协商会。会上，政协委员、非公企
业家代表围绕如何“优化非公经济发展法治
环境”，就落地落细落实政策、优化政务服务、
建立有效监督机制、 坚持司法公正等提出了
意见建议， 省政府主要领导率省直相关部门
负责人现场听取意见并回应。

推动政策落地、落细、落实
“推动政策落地、落细、落实，才能让民营

企业从政策落实中有更多的获得感。”省政协
常委、社法委副主任、省总工会副主席钟小汨
说，要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精神，结合我省实际
制定实施细则，出台配套措施。建立政策落实
的第三方评估机制， 要每年对国家和省出台
的促进非公经济发展政策落实情况开展第三
方评估。 将评估结果作为绩效考评的重要指
标，形成长效机制。

优化政务服务，
诚心诚意招商待商

“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理直气壮鼓励、支
持、引导非公经济发展。”省政协常委、蓝思科

技董事长周群飞建议，加快形成重商、安商、
富商浓厚氛围， 帮助非公经济人士解决具体
困难， 诚心诚意服务客商， 树立对外良好形
象。在每年召开的非公有制经济工作会议上，
对民营经济发展先进市、 县以及百强民营企
业、优秀民营企业家进行表彰奖励。加大对不
良行为的查处力度， 对无正当理由影响招商
引资、损害投资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要依法依
纪严肃处理。

省政协委员、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社
会工作学院院长史铁尔说， 政务环境不优是
湖南非公经济发展环境中的重要掣肘。 他建
议，在省、市、县成立民营企业投诉服务中心，
专门负责受理民营企业的各种投诉。 建立健
全“下评上”机制，由企业主对政务服务窗口
工作人员进行满意度测评， 将测评结果与绩
效考核、评先评优、干部提拔使用挂钩。

省政协委员、 湖南省山东商会会长李涛建
议，建设省级政务服务中心和网上政务中心，拓
展线上线下一体化审批服务。 固化审批流程和
标准， 实现审批行为全过程透明， 接受公开监
督，打通部门、地区、层级之间的信息壁垒。

加强政务诚信，
构筑新型政商关系

“政务诚信直接影响着外省或外资企业来
湘投资的态度。”省政协常委、省妇联副主席、致
公党省委常委卢妹香建议建立健全政务信用管

理体系。将政务信用纳入政府绩效评价体系，并
纳入考核内容。 建立政府失信责任追究制度和
责任倒查机制与通报和约谈机制。 打造一支守
法守信、高效廉洁的公职人员队伍。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
董事长、省工商联副会长王填提出，要尽快出
台我省构建“亲”“清” 政商关系的规范性文
件。 建立健全党委政府领导联系帮扶民营企
业制度，以此构建起政府和企业、企业相互之
间的诚信正向反应链；建立容错机制，鼓励公
职人员积极有为、勇于担当。

坚持司法公正，
构建公平公正营商环境

省女律师协会会长刘彦表示， 司法是维
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更是构建
公平公正营商环境的重要保障。她建议，对在
办理涉企案件中多次被投诉、 举报的单位一
把手，由同级或上一级纪委、组织部门进行约
谈，及时公示并反馈；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
定》的落实情况进行专项检查；推行法院向代
理律师签发“履职调查取证令”的做法；出台
保障独立办案与加强各类监督相统一的规范
性文件，畅通纪委、人大、政协以及舆论等对
司法机关的监督渠道，鼓励合理合法监督，处
理好独立行使审判权、 检察权和接受社会监
督的关系。

来自政协委员与非公经济人士的意见建议———

优化法治环境 助力非公经济发展

扶贫主题地铁站
亮相长沙
7月20日，长沙地铁

2号线芙蓉广场站，市民
在参观民族特色产品。
当天， 该站在全国率先
打造的扶贫主题地铁
站， 全力推广旅游扶贫
景点、农贸产品、文化产
品， 让社会各界更多地
了解、参与扶贫。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 � � � 湖南日报7月20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
讯员 黄平 郭丽君）近日，桂东县公安局对外
通报，7月9日发生的一起恶性抢劫案已成功
告破。

7月10日14时，受害人李某到桂东县公安

局刑侦大队报案称， 被人抢劫1.5万余元并被
拍下裸照。桂东县公安局立即展开侦查工作。
嫌犯作案时有辆车，但受害人遭劫后很紧张，
没有记下车牌号。 办案民警通过调取海量视
频信息进行分析，发现一辆悬挂“粤F”车牌的

越野车极为可疑， 案发后驶离湖南进入了广
东肇庆。办案民警正准备赴广东展开侦查时，
发现嫌疑车辆在驶回湖南， 于是民警在广东
仁化布阵拦截， 最终将车上两名犯罪嫌疑人
欧某、朱某擒获。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欧某交代，因被人追
讨债务，便产生了抢劫的想法，伙同朱某用一
辆挂假牌照的车辆进行抢劫。目前，两个犯罪
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在进一步审
理中。

歹徒胆大，谁知自投罗网
桂东智破恶性抢劫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