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 （记者 胡宇芬 通
讯员 李咏谊）面对水稻虫害，天敌防治还是
化学农药防治效果好？省农科院研发的“双季
稻主要害虫绿色防控技术” 布点涟源市渡头
塘镇洪家村200亩示范区，昨天迎来了中国农
科院副院长吴孔明院士率领的专家组考察和
评议。专家组认为，该项技术体系以生物和物
理技术为主， 可有效解决水稻生产化学农药
过量施用、 稻米农药残留和农田生态污染问
题，建议进一步完善技术规程，加大示范推广
力度。

袁隆平院士也出席了评议会， 他表示要
大力提倡支持绿色防控， 加大力度研究和推
广。

二化螟、 纵卷叶螟等是水稻生产中的主
要害虫。项目首席专家柏连阳研究员介绍，此
次选择的洪家村示范区是二化螟重发区，示
范了以赤眼蜂防控二化螟及稻纵卷叶螟技
术、二化螟性引诱技术、扇吸式益害分离诱虫
灯保益控害技术和天敌保育控虱技术等作为
关键技术的水稻绿色生产技术体系。

专家组深入田间调查虫害和天敌情况。

示范区内白穗株率1.42%，虫伤株占比2.75%，
平均百蔸二化螟虫量72.3只。远低于对照区的
化学农药防治田防效指数： 白穗株率8.44%，
虫伤株占比13.42%，平均百蔸二化螟虫量475
只。示范区主要天敌隐翅虫达13.3头/百丛、蜘
蛛75.3头/百丛。专家组认为，害虫控制和天敌
保护效果显著。

项目专家赵正洪研究员告诉记者， 因为
有了绿色防控技术保驾护航， 示范区种植的
主要品种选择了玉针香、桃优香占、H优518等
优质稻。

2017年10月16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 陈永刚 版式编辑 刘铮铮政治·经济13

湖南日报记者 蒙志军

“无论，我为你做了多少，都觉得不够。因
为，你给我的，是那么珍贵……”

一首饱含深情的小诗，写在《民情日记》
上，更写在心灵深处。

9月底， 省委党校第53期中青班42名学
员，分成5个党小组，分别来到平江县石牛寨
镇积谷村、溆浦县思蒙镇思蒙湾村、桑植县
芙蓉桥白族乡合群村、保靖县碗米坡镇沙湾
村、龙山县茨岩塘镇甘露村，开展为期一周
的“驻村入户、体察民情”党性作风实践锻炼
活动。

这是一次党性锻炼之旅， 一次作风历练
之旅，一次献计惠民之旅。5天4晚，学员们真
心实意拜“师傅”，尽心尽力办实事，与父老乡
亲结下了深厚情谊。

每一次走访都是一次走心 ，
你离群众越近，群众离你也越近

湖南省委党校“驻村入户、体察民情”党
性作风实践锻炼活动，始于2009年，目前已有
17批中青班学员参与了这一活动。

活动中，学员们进基层、进农村、进农家，
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送温暖、送信息、
送计策，坚持“三个一”：召开一次党员与村民
代表座谈会，走访慰问一家以上困难户，提出
一条以上脱贫致富建议。

在积谷村，学员们走访了10户贫困家庭，
现场考察了乡村道路硬化工程项目， 到平江
起义纪念馆和甘渭汉将军故居， 重温党的光
荣历史和奋斗历程。

在思蒙湾村， 学员们与10户困难群众结
成“亲戚”。“争取将思蒙小学列为农村青少年
科学调查体验活动试点学校” ……走访结束
后， 学员陈紫封把准备为孩子们办的几件实
事记录在《民情日记》中。

在合群村，学员们进行了信访接待观摩，
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向基层干部求教，不仅
收获了做群众工作的本领， 还学会了从群众

立场解剖问题、用法治理念解决问题。
在沙湾村， 学员们深入到最偏远的补足

组走访。1280多级石阶、4个多小时的跋涉，换
来的是发自内心的感慨：“每一次走访都是一
次走心，你离群众越近，群众离你也越近。下
去不下去，感受就不一样。”

在甘露村，学员们调研基层党组织、基础
设施建设，考察蔬菜、烤烟、红色旅游等产业
发展，了解惠农政策和脱贫攻坚落实情况，开
展访贫问苦，了解困难群众的所思、所盼。

“现在的‘三门’干部不少，出了家门进校
门，出了校门进机关门，到农村很少，了解实
际不多。”省委党校副巡视员伍晓华在接受采
访时说，通过“驻村入户、体察民情”，主动关
注基层、关心群众，再现了干群“鱼水关系”。

田间地头的课堂更生动， 更能
触动灵魂

田间地头的课堂更生动，更能触动灵魂。
思蒙湾村今年遭遇特大洪灾， 溪河两岸

目前还有2公里受损防洪堤未恢复。
学员们自告奋勇，扛着锄头、挑着簸箕来

到溪河边修复堤坝。清淤挑沙，垒石筑堤，热
火朝天。看到学员们干得起劲，群众也纷纷加
入修堤队伍。 第53期中青班班长金彪深有感
触地说：“党员干部带头干， 群众就会跟着
干！”

在甘露村，学员们顶着烈日，帮60多岁的
姚良身摘玉米；在沙湾村，学员们帮农民割稻
打谷、 起垄翻地……学员们田间地头当“学
徒”，虚心向群众请教，汗水湿透衣背，身上溅
满泥水，收获写在脸上。

“裤脚有多厚的泥巴，对群众就有多深的
感情。” 第4党小组长罗辉由衷感叹，“我们的
鞋沾满泥，但民生了然于胸；我们的脚磨出了
泡，但信念扎根大地；我们的脸晒黑了，但党
性更纯了。”

“远离了伏案疾书，却体会了劳其筋骨；
远离了文山会海，却汲取了群众智慧；远离了
走马观花，却密切了干群关系。”劳动过后，有

学员在《民情日记》里这样写道。

“俯下身子”，是为民务实的
最美姿态

“俯下身子”，是为民务实的最美姿态。
“驻村入户、体察民情”，绝不仅仅是“松

松土、种种树”，而是紧紧围绕密切党同人民
群众的血肉联系这个核心，理论联系实际，调
研“三农”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学员们白天走村串户、问计于民，夜晚集
中商讨、把脉问诊，还分别组织召开了献计献
策座谈会。

创新产业精准扶贫模式， 大力发展生态
旅游、红色旅游，加快重点基础设施建设……
跳出农村看农村，田间地头，农家屋场，一个
个“金点子”，碰撞出火花，激发出共鸣，一幅
幅乡村未来图景渐渐清晰。

“坐在办公室里都是困难，到基层看看全
是办法。”学员们说，“用双手触摸民情、用真
心换取民心，才能找准基层的‘堵点’‘痛点’
和‘盲点’，把准农村的‘脉搏’。”

“5天4晚，我们收获了亲情和民情，收获
了走群众路线的方法， 收获了今后干工作的
力量源泉。”省委党校学员部主任、第53期中
青班班主任曹海燕的一席话， 道出了大家共
同的心声。

在保靖县白云山自然保护区， 一个古金
丝楠木群， 穿越风雨沧桑， 依然茂盛而有活
力。每一棵树木，树龄不一，却有一个共同的
特点：把根深深地扎在泥土里。

学员们感慨：老百姓就像沃土，我们党只
有把根深深地扎在这泥土里，才能永葆活力，
事业长青。

脚踩大地，信念生根；胸怀人民，党性成
钢。党员们带着满满的收获，背上行囊，奔赴
新的征程。山歌悠扬，道不尽满腔的离愁，道
不尽鱼水的深情。

学员们相约：“待到2020年，‘第二故乡’
旧貌换新颜，我们一定要再来看一看，这一方
曾经注入了我们满腔深情的土地……”

愿做一棵树 根植百姓中
———省委党校第53期中青班“驻村入户、体察民情”活动纪实

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 （刘洪以 ）今
天， 耒阳市振兴学校重度烧伤小学生李
康平的父亲李武透露， 他们父子俩已于
近日来到长沙， 与长沙爱心人士一家开
始新的生活， 让李康平接受良好的康复
治疗与教育。

今年暑假期间的7月19日，9岁的李康
平在耒阳市黄市镇黄山村的家里做饭时
被重度烧伤， 之后用烫伤药膏与草药简单
治疗。4天后，由于伤口化脓感染，小男孩
一度昏迷， 被急送衡阳市中心医院治疗；7
月27日，因病情危重，被转送到郴州市第
一人民医院抢救。经诊断，李康平需做植皮
手术，治疗费用达15万元以上，这对一个
贫困农村家庭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最先
知道李康平被重度烧伤的耒阳市振兴学
校校长陈平， 组织学校教职员工捐助2万
元， 李武的亲友通过微信朋友圈也募集了
2万元，但还有不小的缺口。

小康康被烧伤的情况后来引起省市
有关部门和新闻媒体的关注。 湖南日报记
者前往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采访， 并于8

月10日刊发报道《谁能帮帮这位苦命的农
家娃》，呼吁社会各界施以援手。湖南广播
电视台也连续报道小康康的伤情及救治
情况。

郴州市委副书记、 市长刘志仁看到相
关报道后，为之动容，委派郴州市民政局、
郴州市慈善总会负责人前往医院看望小
康康，并送上暖心的2万元医疗卡。

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会长陈
丹萍告知小康康的父亲李武， 将支持小康
康实施免费康复治疗， 不让孩子留下疤痕
与心灵创伤。

日前， 长沙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爱心
人士专程赶到耒阳， 把小康康一家接到省
城学习、生活、居住。他表示，先安排小康康
父亲李武的工作；待小康康完全康复后，安
排他在长沙市接受优质教育， 用爱心帮助
小康康一家脱贫。

小康康遭遇烧伤是不幸的， 但遇到了
众多的湖南好人，又是幸运的。目前，小康
康情况稳定，只要遇见来人便笑逐颜开，充
满感恩之情，说：“谢谢好心人！”

通讯员 李红辉 文艺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我在村部旁边临时搭建车库，侵占了
集体利益，这是不对的。群众对我提出的其
他问题，我全部接收，认真整改，在以后的
工作中我将严守纪律底线。”

近日，汉寿县纪委在株木山街道施家
巷村召开群众见面会通报巡察情况时，该
村原党支部书记施龙培针对群众的意见，
认真进行表态。

这是该县纪委针对村级信访增多，举
报不断的问题， 开展村级专项巡察，“面对
面”引导群众参与的场景。

据了解， 该县纪委首批确定54个巡
察村后，每个巡察组迅速下到村（社区），
召开由全体党员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村务监督委员成员、 群众代表等参加的
巡察启动会，利用“村村响”进行宣传，并
在被巡察村的主要路口张贴巡察告知
书，发放《巡察组致村民的一封信》，让群
众知晓、参与巡察。

27个巡察组整合乡镇经管站、 国土
站、民政所、财政所、城建站力量，对村级
2012年以来的项目资金、 惠农惠民补贴、
“三资”管理等12项内容进行走访。

“前些年我们想盖房子，村里组里总是
以管理费、公益费、共建款等名义收钱，我
们这4户前前后后交了三万七千多元，公
示栏上没看到啊，这笔钱是不是被村干部
贪污了……”50多岁的徐家汊组居民老袁
和几位群众来到巡察组，还没落座就开始
“吐槽”。

“村支书在村部旁边修了一个车库，
停他自己家里的车， 把村部的后墙和他
家的厨房打通，把村部当成了自家的，纪
委到底管不管？”巡察组才进入施家巷村
走访， 就有一名群众来反映村支书施龙

培的问题。
“请放心，你们反映的问题，巡察组一

定会给你一个准确的答复。”巡察组的同志
边登记，边向来访的群众表态。

据统计，在首轮巡察中，27个巡察组共
走访群众1300人， 收集各类问题线索332
条,移交国土、公安等部门查处的问题线索
16件。

同时，27个巡察组分别召开由信访当
事人、社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老干部、村
务监督委员成员、 群众代表参加的巡察情
况通报会。对村级组织年度财务收支、存在
的问题、调查走访情况，对群众所反映的问
题进行通报，让群众知晓村里的家底，达到
“群众明白、干部清白”目的。

为消除群众疑惑， 对群众关心的低保
救助、危房改造、特困优抚等专项资金的分
配和去向，27个巡察组和村干部都进行了
详细解答。

“村里一年的打印费几千上万元，到底
是干什么去了？”

“2016年村里打印费开支9000多元，
今年估计要上万元， 主要是用于各类资料
报表、宣传横幅等，村里没有打印机，这方
面的开支是大了一些。”村干部王立平向群
众认真解释道。

听完解释后， 龙阳街道镇粟公堤村魏
公堤组群众青铁桥激动地说：“巡察组组织
我们对村干部现场进行质询。这种做法，我
们心服口服。”

据悉，通过首轮村级巡察，该县立案审
查29起， 清缴、 清退扶贫移民领域资金
26.12万元，清理、取消不符合条件的低保
对象584户。

通过巡察，一些基层“微腐败”问题得
到了有效整治， 村干部接受监督的意识明
显增强。

湖南日报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唐龙海 于文辉

10月12日至13日，秋阴漠漠的零陵古
城，有些许寒意；而永州市人民检察院办公
大楼12楼会议室里，却热火朝天。省人民
检察院巡回督查永州市两级人民检察院
工作正在紧张进行。

———“永州检察机关捕后不诉率远高
于全省平均水平，批捕审查工作要改进”；

———“永州市两级检察院宣传策划不
够，总结经验不到位，有的基层院连照相机
都没配”；

———“永州市两级检察院‘轻刑快办’
开展不足，未能有效集约司法人力资源，效
果没有显现”……

省人民检察院17个内设机构的负责
人， 对该市两级检察院各方面工作不足轮
番“开炮”，火力很猛，不留情面。

紧接着， 省人民检察院各分管院领
导对该市两级检察院多方面工作展开
补充点评，同样直击要害，毫不遮羞避
丑。

室内气氛有些紧张。 永州市人民检察
院的班子成员、中层干部，所辖县市区检察
院检察长，屏住呼吸，脸色凝重。

两番“炮轰”下来，省人民检察院党组
书记、检察长游劝荣进行总结讲话。他首先
对永州市两级检察机关的工作和新任检
察长吴秋菊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说，首
先，我们这次巡回督查，是以问题为导向，
我们是来找问题，不是找优点。第二，我们
来是和大家一起找原因的， 主要是找主观
原因，而不是找客观原因。第三，我们是来

抓整改的，巡回督查，关键是要落实在整改
上。

游劝荣说，我们问题提得多，不是要否
定永州市两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 我们提
的意见和建议，请大家一定要抱着“有则改
之，无则加勉”的态度来对待。

连续两天， 督察组对永州市人民检察
院及所辖各基层检察院2016年以来贯彻
落实中央、省委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省人民
检察院党组各项决策部署情况， 以及重要
检察业务工作开展情况、 检察队伍建设情
况逐项进行“体检”，并集体“会诊”，开出
“药方”。督查期间，督察组还听取了永州市
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 检察长吴秋菊关于
永州检察工作及个人履职情况、 廉政建设
情况的汇报。

吴秋菊表示， 这种巡回督查方式是落
实从严治党、从严治检的重要体现，是对永
州市两级检察院最好的监督、指导和支持。
大家提出的问题一针见血、语重心长，永州
两级检察院一定要以此为契机，狠抓整改，
不断推动工作进步。

据了解，5月18日，省人民检察院首次
对市州检察工作开展巡回督查。到目前，已
对衡阳、 株洲和永州等地两级检察院进行
了巡回督查。

游劝荣说：“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
路线和优良工作作风。 省检察院开展巡回
督查就是要坚持求真务实， 进一步更高标
准地推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
推动法律的正确实施， 推进检察改革和执
法办案工作，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
件的处理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一句话，一
切为了公平正义。”

“一切为了公平正义”
———省人民检察院巡回督查永州市两级检察院工作侧记

《谁能帮帮这位苦命的农家娃》报道后续———
爱心是治愈儿童伤痕的良方

从严治党在路上
汉寿村级巡察“面对面”引导群众参与———
惩治“微腐败” 搭起“连心桥”

天敌防治害虫，效果明显强于化学农药
吴孔明院士等专家建议加大示范推广力度

10月15日，宁远县舜陵
街道麻池塘村，村民在黑木
耳种植基地劳作。 今年来，
该县引进黑木耳种植加工
企业， 采取企业抓两头，贫
困户抓中间的“公司+合作
社+贫困户”的经营模式，发
展黑木耳种植， 带动8个贫
困村种植黑木耳200亩，预
计每亩可增收1万余元。

乐水旺 摄

黑木耳
种植增收

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记者 戴鹏）日前，
记者从株洲市举行的开放发展大会上获悉，
该市去年引进外资10.5亿美元， 内联引资
350.3亿元人民币，对外投资2.45亿美元，对外

合作营业额达2.82亿美元，引进项目和到位资
金均居全省前列。

近年来，株洲市坚持把开放发展摆在突出
位置，明确提出加快建成“一带一部”开放发展

先行区，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创造性推进招商
引资工作，成功举办了轨道交通国际高峰论坛、
中国企业家年会等一系列招商活动。去年，北汽
二工厂、长城电脑、湖南移动数据中心等一大批
重大项目落户株洲。此外，中车株机、时代电器、
旗滨集团等一批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国门，对外
投资项目60余个，分布在美国、马来西亚、土耳
其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

株洲加速开放崛起
去年引进项目和到位资金居全省前列

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 （记者 周俊 通讯
员 黄妙）10月11日， 娄底市娄星区委组织部
考察组来到乐坪街道，向群众了解干部“八小
时外”表现情况，并逐一填写调查问卷，以此
作为干部考察的重要信息。

今年以来，娄星区拓宽干部管理渠道，将
干部考察工作延伸至“生活圈”，通过进家庭、
访邻里，构建起“组织、家庭、社会”全方位、常

态化监管机制，实现“领导干部的权力行使到
哪里，监督就跟进到哪里”，有效消除监管“盲
区”，让干部考察更加全面和具体。

娄星区紧扣干部“家庭圈”“邻里圈”“社
会圈”，制定《“八小时外”表现情况调查问
卷》，内容涵盖家庭关系、生活作风、人际交
往、兴趣爱好、友善邻里、孝敬父母、遵纪守
规、品性修养等10个方面。组织部门根据信

息进行定量考核和定性分析，将考察结果评
定为“优秀、好、一般、较差”4个档次。考察结
果纳入干部年度绩效考核， 并作为干部提
拔、任用和交流使用的参考依据，对“优秀”
干部予以重点关注和提拔，对“较差”干部予
以谈话、督促改正，对问题突出的干部予以
岗位调整。

同时，娄星区出台监督管理办法，定期组
织大规模集中考察， 并对各单位和重点岗位
负责人进行常态化考察， 实现干部考察的科
学化、立体化。

娄星区干部考察走进“八小时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