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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邹仪 通讯员 刘联波

� � � � [名片]
陈夏云，1980年1月出生于东安县

大庙口镇南溪村。 几年前，她与人合伙
经营，将双牌县的“桐子坳”打造成了全
省有名的景区。 随后，她放弃了在桐子
坳村的事业，回到家乡南溪村，开发“溪
水以南·花境花海” 项目。 短短几个月
时间，就将南溪村打造成热门景点，被
当地人称为“乡村旅游‘点睛’人”。

� � � � [故事]
� � � � 已是深秋时节， 记者走进东安县
南溪村，感觉阵阵凉风扑面而来，眼前
绿树成荫、小桥流水、曲径通幽。

“欢迎来到南溪花海。 ”未见其人，
先闻其声。 只见村道拐角处，一名个子
小巧、长着一张娃娃脸的女性，风风火
火地向我们走来。 她就是“溪水以南·
花境花海”项目的老板陈夏云。

陈夏云是土生土长的南溪村人。
18岁那年，她高中毕业，离开家乡外出
闯荡。 2012年，陈夏云和朋友到北京顺
义郊区游玩时， 被当地花海吸引住了。
当时，她就想，自己也要打造一片“花
海”。

陈夏云是个雷厉风行的人。 2013
年，她回到永州，和几个朋友一起在双
牌县桐子坳村搞旅游开发。 短短几年
时间，就将“桐子坳”打造成全省知名旅
游目的地。 尝到发展旅游甜头的陈夏

云，此时最念念不忘的还是家乡的山山
水水。

2016年， 陈夏云放弃了在桐子坳
村红火的事业， 毅然决然地回到了家
乡———南溪村，开发“溪水以南·花境花
海”项目。

由于已经离家10多年， 加上一张
娃娃脸，村民们根本不相信陈夏云是回
来认真做事的。 为了赢得村民的信任，
她挨家挨户做工作， 写了很多保证书：
保证先修路，保证不毁田，保证先投资
金……光是土地流转，她就花了3个月
时间。

2016年11月30日，“花海” 项目正
式开工， 陈夏云一心扑在了建设上。
刚开始， 修游步道和小水坝的时候，
由于用的是木制模具浇筑水泥， 导致
修出来的路和小水坝都是直来直去，
很不自然。“这不行!”陈夏云开动脑筋，
想出用竹条夹住铁皮做模具， 这样能
弯成自己想要的曲线。 最后， 用这个
方法建出来的游步道和水坝浑然天成，
极具美感。

基础设施建好后，陈夏云的“花海”
也开花了。 300多亩的土地上，马鞭草、
荷花、千屈菜等争奇斗妍。

为了带领村民共同致富，陈夏云号
召村里人发展“农家乐”，自己还做了招
牌给村民们送去。 今年6月8日，“花境
花海”开业当天，游人们纷至沓来，很多
村民家里的红薯叶都卖完了。 然而，天
有不测风云，刚进入7月，东安县发生特
大洪水。 陈夏云种的很多花，被洪水冲
走，损失惨重。

困难没有吓倒这个坚强乐观的女
性。 洪水退去后， 陈夏云又重新补种
花苗，她的努力获得了回报。如今的“花
海”，又呈现出姹紫嫣红的美丽景象。

“我最大的理想， 就是把村里打
造成都市人的田园梦，让乡亲们都过上
好日子。”走在游步道上，陈夏云显得信
心满满。 为了这个梦想，她先后投入了
1200万元。 截至目前，“溪水以南·花境
花海” 项目安排贫困劳动力289人就
业，引领村民开办“农家乐”20余家，人
均年增收1.6万元以上。

陈夏云：乡村旅游“点睛”人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甘艳

近年来，长沙市在念好遵纪守
法“紧箍咒”的同时，为干事创业的
党员干部贴上“护身符”，旗帜鲜明
为担当者担当、 为负责者负责，激
励和引导全市广大党员干部主动
履职尽责、积极担当作为。

近日，长沙市纪委通报了16起
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担当、为敢于负
责的干部负责的典型案例。

澄清不实举报
2016年9月， 长沙市某区副区

长陈某某被举报在该区生态饮水
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过程中，存在
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等问题。

经查， 该项目总投资1.2亿元，
很多工程建设单位找到陈某某，希
望得到特殊照顾。 但他在工作中敢
抓敢管，敢于开展批评，不怕得罪
人， 对项目依法按程序招投标，确
保工程建设质量。

调查表明，陈某某在该项目建
设过程中并无违纪违规行为，项目
也先后获得了环保部、 住建部、财
政部和省市有关领导的肯定。 长沙
市纪委在一定范围内为其作了澄
清和正名。

在此次通报的16起典型案例
中， 有的干部坚持原则不徇私情、
依法拆除违章建筑；有的敢于较真
碰硬秉公执纪、 带病坚持工作；有
的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
绳依法办案；有的创新考核方式狠
刹慵懒散陋习； 有的坚持公开公
正、创新方式选用优秀人才。

李某某是开福区某局党组副
书记、局长，他针对部分干部职工
慵懒散陋习， 创新干部考核方式，
及时清退不作为者，调动了干部职
工的工作积极性，但也得罪了部分
人。 今年2月，他被举报串通劳务公
司侵吞环卫工人社保资金。 经查，
该区环卫工人购买社保均由财政
部门采取实报实销方式下拨资金，
经由劳务公司发放到环卫工人个
人账户。 调查组通过查看财务报账
凭证，未发现其存在举报反映的问
题，区纪委及时通报并为其澄清。

2016年8月， 芙蓉区某局原纪
委书记许某被举报获取重点中小
学入学指标进行倒卖并非法获利。
经查，许某工作尽职尽责，敢于动
真碰硬，在专项检查中发现某培训
班存在违规收费问题，依规对其作
出停业处理。 但当事人不配合调
查，并多方找关系打招呼“了难”。
许某顶住压力， 坚决将其予以停
业，因而得罪了当事人被举报。 调
查组通过仔细核查未发现其违纪
事实。 区纪委及时向其所在单位通
报了调查结果、澄清不实举报。

市纪委相关负责人说，纪检监
察机关依纪依规还清白者清白，就
是要保护广大担当履职、遵规守纪
的党员干部， 让他们担当不担心、
正气不受气，放下包袱、轻装上阵，
更好地干事创业。

筑牢机制防护墙
今年1月，长沙出台《关于为敢

于担当的干部担当为敢于负责的
干部负责的若干意见》， 建立鼓励

干部担当作为机制、落实澄清关怀
机制、 完善诽谤诬告行为查处机
制，用机制“防护墙”为改革者撑
腰、为干事者鼓劲、为担当者担当。

全市各级党委和纪委多措并
举，通过信访核查、谈话函询、专项
调查等方式，及时澄清是非、消除
影响，积极营造支持改革者、鼓励
创新者、宽容失误者、保护干事者
的干事创业环境，推动该《意见》落
地见效。

今年4月， 浏阳市某镇党委委
员、纪委书记高某某被举报收受该
镇便民加油站老板贺某某贿赂。 经
查，自担任镇纪委书记以来，他敢
于较真碰硬、不怕得罪人，曾多次
被执纪对象威胁恐吓，但仍坚持原
则、秉公执纪。 一年多来，该镇办案
达16起。 2016年高某某因病住院，
但仍坚持边治疗边参与案件调查。
调查发现， 前述举报内容不属实。
浏阳市纪委召开公开答复会，及时
为其澄清了不实举报。

今年5月村级换届选举期间，
宁乡某村党支部书记严某被举报
挥霍有关建设资金和扶贫款，大操
大办婚庆事宜， 截留危改资金、农
保资金等问题。 经查，以上均为不
实举报。 县纪委随即召开公开答复
会通报了调查结果。

据了解，长沙市纪委在全市基
层各级推行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公
开答复、公开评议制度，给信访人
一个明白，也为受到不实举报的党
员干部卸下“包袱”。

“感谢纪委还我一个清白，消
除了后顾之忧。 ”一名被不实举报

困扰的干部深有感触。 今年来，长
沙市共为199名党员干部澄清了不
实信访。

把握纪律标尺
“党员受到严重警告处分的，

几年内不得在党内提升职务？ ”
9月中旬以来， 长沙市纪委组

织全市党员干部开展党纪条规知
识网上竞答， 短短20多天的时间，
参与答题活动人数达14万多，累计
参加人次60多万。

一位机关干部告诉记者：“‘互
联网+’的学习模式，让我们真正了
解纪律‘雷区’设在哪里，‘高压线’
悬在何处，在担当履职的过程中就
能在‘安全地带’甩开膀子，放开手
脚。 ”

“既要保护作风正派又敢作敢
为、锐意进取的党员干部，又要严
格把握纪律标尺，对不作为、乱作
为等违纪违规行为一律严肃查
处。 ”市纪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宽容并非纵容。 长沙坚持保护
与惩治并行，为敢于担当者担当的
同时，严厉整治消极懈怠不作为现
象，严肃查处极少数借敢于担当之
名、 行谋取私利之实的乱作为行
为，出台问责办法，明确了对领导
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13项“有错无
为”、7项“不在状态”、4种“敷衍失
职”问责情形，一批出现相关情形
的干部被问责追责。

一手抓正向激励，一手抓纪律
约束， 长沙打出鼓励干部干事、严
惩为官不为的“组合拳”，激活了一
江春水。

从严治党在路上
长沙市纪委通报16起典型案例，让干部———

担当不担心 正气不受气

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肖展发

“今年，我组织贫困农民种了98
亩蛋白桑，已经收割了两次，今年估计
可以收5次，预计收入可达8万多元。 ”

近日，双峰县杏子铺镇鸿远养殖农民
专业合作社董事长刘辉见到记者，高
兴地聊起了他的蛋白桑“致富经”。

刘辉告诉记者，蛋白桑也叫饲料
桑，是一种优良的畜禽饲料源，营养丰
富，含有多种维生素，多种氨基酸。 蛋

白桑见效快，当年种植当年受益；价值
高，3年后进入丰产期， 每年每亩可收
入2000多元；出生时间长，种植后可
连续收割20年； 对土壤的要求不高，
田、土、空坪隙地都可以种植。

今年，双峰县把种植蛋白桑作

为一项重要的产业扶贫项目，投资
1000多万元，大力宣传组织贫困户
种植， 用产业扶贫资金供应种苗，
免费提供指导技术， 免费供水供
电，采取以“公司+基地+农户”的方
式进行运作，实行“产、加、销”一条
龙服务。 目前，全县已在杏子铺镇、
青树坪镇等9个乡镇种植蛋白桑约
2100多亩， 为2000多个建档立卡
贫困户搭建起了长效致富平台。

精准扶贫 在三湘 种好蛋白桑 脱贫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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