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湖南日报10月18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何顺 伍孝雄）“这笔开支不应该
报账，由经办人员个人承担。 ”近日，祁阳
县羊角塘镇崀井山村村务监督委员会
（简称“村监委”）逐一审核该村8月份的
开支时，否决了一笔21元的开支。祁阳县
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廖道南介绍：“‘村
监委’监督审核各村的村务开支、重大决
策，监督村干部的不当行为，筑牢了预防
腐败的第一道防线。 ”

近年， 祁阳县纪委部署， 全县各村
（社区）通过党员大会、村民代表大会推
选，产生3至5名“村监委”委员，再公开聘
请1至2名有威望的老干部或老党员，组
成5至7人的“村监委”，全程监督村级财
务、集体公益事业建设、惠农资金发放和
干部廉洁自律行为。 该县加强对“村监
委”委员的业务培训，要求他们每月向上
级纪检部门汇报， 向村民发布开展监督
工作的情况。 同时，通过“村规民约”等方

式，向全村公布“村监委”工作职责。
祁阳县各级纪检部门旗帜鲜明地为

“村监委”撑腰，把各村“村监委”工作的
开展情况， 纳入各乡镇纪检工作考核的
内容。 大村甸镇五塘冲村“村监委”委员
黄长春说：“有了制度保障， 我们敢放手
工作，敢于碰硬了。 ”仅今年以来，全县
“村监委”审核危房改造、扶贫领域资金
等617次，为纪检部门提供了扶贫领域的
问题线索267条。

该县各村“村监委”还对村级重大决
策和重要事项进行监督。今年7月，羊角塘
镇升坪村“村监委”在脱贫攻坚工作中提
醒村支书王太元：“村民王某某的儿子今
年刚刚购买了小轿车，不能继续享受低保
政策。 ”随后，王某某一家被移出低保对象
行列。 今年以来，祁阳县各“村监委”监督
村级重大事项312次， 否决不合理决策
125件，参与村级集体“三资”管理监督889
次，纠正村干部不当行为278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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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10月18日讯（记者 白培生
颜石敦 通讯员 唐文利 欧阳希）10月14
日， 全省美丽乡村建设现场推进会在郴
州市召开， 与会代表参观了该市北湖区
华塘镇三合村、保和乡小埠村等4个具有
湘南民居特色、貌美业兴的美丽乡村后，
称赞不已。

北湖区是郴州市中心城区， 也是全
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区。 2015年
来， 该区把美丽乡村建设作为重点工程
来抓，统筹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对91个
行政村进行科学规划，建设“布局美、产

业美、环境美、生活美、风尚美”的美丽乡
村。 目前，该区共建成省、市级美丽乡村
示范村25个。 该区三合村还被评为全国
美丽乡村百佳范例， 爱尚三合绿色庄园
被评为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
点， 小埠村被评为全国五星级休闲农业
示范庄园。

为建设美丽乡村， 北湖区加大资金
投入，完善乡村道路、人畜饮水、文化娱
乐等基础设施。近年来，该区硬化农村主
干道61.3公里、村内便道114公里，新建
娱乐设施87处， 并在36个村开通了城际

公交车。 同时，大力规范村民建房，先后
建设村民集中建房示范点47个， 涌现出
一大批富有湘南民居特色和田园诗韵的
民居群。 每年投入农村环境整治专项资
金近3000万元，推进乡村“净化、绿化、亮
化、美化、序化”。

北湖区还以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区为契机，出台扶持政策，加快休闲农业
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打造“一心二园三
带”（都市文化体验中心，城市农业园、农
产品加工园，西河两型农业经济带、民俗
文化体验带、花果生态经济带）产业新格

局。 区财政每年安排2000万元， 因地制
宜发展油茶、 食用菌、 小水果等特色产
业，建设农产品基地32个、农民专业合作
组织156家， 有力带动了农民增收致富。
去年， 全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18774元。

伟人故里 大美湘潭
湘潭举办书画摄影作品展

湖南日报10月18日讯(记者 曹辉 通讯员 谭真)昨天上
午，湘潭市齐白石纪念馆里人头攒动。 伴着浓郁的书墨清香
与沁人丹桂，由湘潭市文联、齐白石纪念馆(美术馆)主办的

“庆祝党的十九大，伟人故里、大美湘潭———主题文艺创作美
术、书法、摄影作品展”正式开展。

湘潭市文联于今年1月启动这一活动， 全市广大文艺工
作者积极参与、踊跃创作，共收到各类原创作品1600多件，
为近年来湘潭主题文艺创作作品数量之最。 经初评和复审，
最终确定292件入围作品。 此次作品展共展出176件作品，题
材广泛，涉及湘潭的人文历史、自然风光、城市建设、百姓生
活等方面，富有浓郁的地域特色。

“作品的艺术风格丰富多样，或粗犷豪放，或笔墨精细，
或浑然大气，或婉约秀丽，或写真写实，或印象写意，或典雅
古朴，或时尚现代，具有较高的文艺水准和艺术价值，充分体
现了湘潭艺术家们在继承传统、艺术创新、大胆探索上所付
出的努力和尝试。 ”湘潭市文联副主席李运启介绍。 据了解，
此次作品展将持续到10月24日。

雨花区举行首届歌茶文化节
湖南日报10月18日讯（记者 姚学文）10月17日，长沙市

雨花区在神农茶都文化产业园步行街，举行首届歌茶文化节
活动，积极弘扬和传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作为中国唯一以茶祖神农命名的现代化专业茶叶大市
场，神农茶都文化产业园自建立以来，在抓好园区硬件建设
的同时，把内部管理和茶文化软件建设，当作十分重要的建
设内容。园区内，文化浓厚，环境优美，井然有序。更值得称道
的是， 市场积极按照创建长沙市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的要求，
把产品的质量当作生命线，在前不久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进行的茶产品抽检中，该园区的产品合格率达100%。

雨花区委常委、区委宣传部部长余宏卿说，茶文化在中
国源远流长，弘扬茶文化，不仅是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
需要，也是建设健康中国的需要。他呼吁更多人，为茶文化的
弘扬和传承，贡献自己力量。

活动由长沙市文明办、雨花区文明委主办，火焰社区、火
焰大市场、湖南神农茶都市场管理有限公司协办。

浏阳农村安全饮水
实现全覆盖

湖南日报10月18日讯 （通讯员 余飞 记者 王文隆）近
日，浏阳市39户饮水困难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喝上了安全
方便的饮用水，个个喜笑颜开。至此，该市农村百万人口安全
饮水实现了全覆盖。

浏阳市水务局负责人介绍， 该市今年为精准扶贫饮水工
程建设投入资金共计2141.6万元。农村安全饮水主要由3种方
式实现，一是乡镇自来水厂扩网延伸，自来水直接送达贫困村
民家中；二是单村供水，全市33个贫困村全部建了单村供水工
程；三是单户或几家联户建设小型水塔，自组系统供水到家。
该市连续努力5年，至今已投入资金3亿多元，建成千吨万人以
上规模水厂23处、千吨万人以下单村供水工程92处。

龙王港“社区学院”受市民青睐
常年开设多门课程,实施免费教育

湖南日报10月18日讯（通讯员 沈可）“想不到家门口就
可免费上学充电，而且对学历户籍没有限制，真是太好了!”
今天，长沙市岳麓区龙王港社区，前来参加社区学院报名的
彭志城老人高兴地说。

彭志城老人今年65岁，退休几年赋闲在家总想做点有意
义的事，这次听说湖南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在龙王港社区
开办了社区学院，所以立马就过来报名。

龙王港社区学院本次秋季招生准备了合唱班、 广场舞
班、书法班、太极拳班等多门免费课程供居民们自主选择。在
社区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及湖南师范大学老师的热心引导下，
前来报名的居民络绎不绝。

据悉，龙王港社区学院是龙王港社区与湖南师范大学合
作开展社会治理工作的一个创新性、探索性项目，是继中小
学教育、高校教育、技能教育之外的又一个社会教育的补充。

湖南日报记者 雷鸿涛
通讯员 周圣华

洪江市茅渡乡中心村是一个偏远
小山村。 村里的里山水库里，成群的灰
天鹅常在嬉戏，嘎嘎嘎叫个不停。

10月15日， 记者在水库边见到了
杨远望，他正在给灰天鹅喂草食。“这
是我们的‘致富天鹅’。 ”他指着正在抢
食的灰天鹅，乐呵呵地说。

杨远望是一个残疾人，今年37岁，
是茅渡乡残疾人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
负责人。

2002年， 杨远望在做木工时不小
心被电锯切掉了左手半个手掌，落下残
疾。 2011年， 在外务工的杨远望回到
家乡创业,在参加洪江市残联举办的一

次创业培训时，他听老师讲养殖天鹅有
“钱途”。 当年10月，经过外出实地考察
后，杨远望租下村里的水库，创建了残
疾人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刚成立合
作社时，社员只有7人，其中残疾人5人。
我们养殖的第一批灰天鹅仅200只。 ”
杨远望回忆，一开始，有些村民并不看
好养鹅，劝他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合作社采取“合作社+基地+农户”
的模式运作， 半年后， 第一批天鹅出
笼，平均每只纯赚100元。“老百姓看到
实实在在的效益，才会相信你。 ”杨远
望说。 后来，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了合
作社。

如今， 合作社年出栏天鹅1万只，
远销深圳、长沙等地，供不应求。 2014
年， 杨远望获得省青年创业大赛二等

奖、全国青年创业创富大赛三等奖。
杨远望的梦想是， 让更多贫困户

一起来养殖灰天鹅,实现脱贫致富。 为
此，他给贫困户免费发放鹅苗，并提供
技术，养殖半年后保价回收。 当地贫困
户杨建说：“今年合作社给我免费提供
了260只鹅苗，并承诺回收价格为每公
斤40元。 每只可养到5公斤左右，脱贫
没有问题。 ”

今年3月， 在村里换届选举中，杨
远望高票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杨远
望是村里的能人。 能人上，能干事、干
得了事， 在脱贫攻坚中能起到领头羊
作用。 ”茅渡乡党委书记邓冬国说。

如今， 该合作社有社员120人，其
中残疾人52人。2014年以来，已有68户
贫困户通过养殖灰天鹅脱了贫。

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王玖华 刘婧

“你们搬的时候慢点，码得整齐一
点，商标要向上。 ”10月11日上午，双峰
县安香特优农产品种植专业合作社董
事长贺安香，指挥乡亲们把6吨包装精
巧的香米、红米和黑米发往娄底市区。
“这两个月来， 合作社种的大米已经5
次销往娄底了。 看这架势，今年又可以
帮助一些贫困户脱贫咧。 ”大米装上车
后，贺安香喜滋滋地盘算着。

今年54岁的贺安香是双峰县花门
镇群楼村人。 别看她身材瘦小，她不仅
担任着群楼村会计和妇女主任的职
务，还是当地响当当的创业女强人、贫
困户脱贫致富的带头人。

“谁说女子不如男，妇女能顶半边
天。 ”早在2009年，好强的贺安香看到
村里大部分留守妇女不是聚在一起打
牌，就是互相扯皮吵架。 于是，她千方
百计建起了群楼打火机厂， 组织附近
100多名妇女到厂里做事。当留守妇女
领着每月2000多元的工资时， 个个心
里乐开了花。 可惜后来厂子因故被迫
关闭了。

此后， 贺安香又于2013年12月筹
资200多万元，办起了安香特优农产品
种植专业合作社， 依据村里的土壤环
境、资源状况，开发富晒富锌红米、黑
糯米和以香米为主的“五色米”。 2014
年，“五色米”一上市，就一炮打响，销
售一空。 目前，合作社共有500多亩优
质稻种植基地，100多名村民入股受

益。
近几年，随着精准扶贫的推进，贺

安香又把重点放在了对贫困户的帮扶
上。提起贺安香，该村仁辅组70岁的五
保户刘佰云就赞不绝口：“安香是个好
人，见我靠政府救济过日子，就与村委
会商议，安排我给村里搞卫生，每月有
400元报酬，老来生活有保障了。 ”

“没有安香组织村民捐款，我儿子
恐怕性命难保。 ”“没有安香的帮扶，我
现在还穷得叮当响， 也娶不到这么好
的老婆……”贺安香用一个个行动，赢
得大家的赞誉和尊敬。从1999年来，她
连续18年被评为花门镇优秀共产党
员，多次被评为花门镇“最美村干部”，
并于2016年获得双峰县“最美创业人”
称号。

岳阳：
首个园区供电中心成立

湖南日报10月18日讯（记者 徐亚平 通讯
员 杨小丽）今天，湖南城陵矶新港区管委会与
国网岳阳供电公司举行供电服务合作框架协
议签订暨城陵矶新港区供电中心成立授牌仪
式。 这是岳阳首个进驻园区的供电服务中心。
近年来，城陵矶新港区着力建设新港口、发展
新产业、拓展新城区，入驻企业达760家，年进
出口货物量超过1800万吨，集装箱吞吐量连续
多年位居长江内河港口首位。这对供电公司提
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岳阳供电公司快速实施了
岳巴线、岳依线等线路迁改工程，城陵矶港口
岸电项目于9月建成投运。

常德：
“医疗纠纷调解中心”启动

湖南日报10月18日讯（记者 肖洋桂 通讯
员 杨善军）今天，常德市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
常德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中心正式启动。 该中
心属于第三方机构， 中心主要负责人由司法局
指派人员担任。调处医疗纠纷包括受理、调查、
评鉴、协调、司法确认、赔偿等6个步骤。纠纷实
在达不成一致意见的引导进入司法诉讼程序。
常德市相关部门负责人在发布会上说， 为了体
现公平公正，凡是超过1万元的医疗纠纷，要引
导患者方到人民调解中心调解或该中心到现场
调解。

资阳区：
举行精准扶贫招聘会
湖南日报10月18日讯 (通讯员 莫雨凡 记者

龚柏威) “精准扶贫招聘会让我再也不用为了工
作东奔西跑， 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 家里的老
人和小孩也能照顾了。” 10月17日上午， 益阳市
资阳区张家寨乡金垅村村民王芬喜悦地说。 当
天， 资阳区精准扶贫招聘会在该区张家寨乡金
垅村举行。 活动现场抛出近千个岗位， 解决贫
困人员就业问题， 现场达成招聘意向近百人。
此次活动有6家知名企业参加， 岗位涵盖了操作
工、 技术工、 服务员、 收费员等20多个工种。

倾心建设美丽乡村

北湖区25个村貌美业兴

祁阳“村监委”敢于碰硬
今年来监督村级重大事项312次，否决不合理决策125件

新闻集装

天鹅欢唱致富歌

巾帼勇挑脱贫梁

岳阳电信建成光网端口
逾100万个

湖南日报10月18日讯（张小章 徐亚平）近
日， 工信部检查组深入湘阴县鹤龙湖镇荾角拐
村、樟树港镇柳庄村，考察中国电信“普遍服务”
岳阳试点工程建设完成情况。乡亲们认为，为农
村、农民提供电信“普遍服务”，将党和政府的信
息惠民政策落到了实处。

2016年6月， 岳阳市被确立为全国第二批
“普遍服务”试点城市，今年9月工程完工。中国
电信岳阳分公司共完成全市1181个村场的
FTTH光网建设，共投资2.358亿元，新建光网
端口26.5万个，总数达101.3万个，为岳阳农村
提供了充裕的网络容量， 成为农民脱贫致富的
利器。

� � � � 10月18日，双峰县印塘乡益元村，贫困户李进尖展示财政惠农、扶贫补贴“明白
折”。当天，乡干部为该村89户贫困农民发放了“明白折”。“明白折”是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扶贫办联合三家金融机构，为规范和完善惠农补贴“一卡通”管理而推出的，
方便农民查看、领取惠农补贴、扶贫补贴。 王斌 王裕铭 摄影报道

有了“明白折”
做个明白人

为留守儿童圆“微心愿”
湖南日报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刘元辉

家住新邵县寸石镇花竹村、 今年上小学四年级的妮妮
有一个小心愿，希望有一副老花眼镜送给奶奶。

“爸爸妈妈都去外地打工了，家里就剩下我和奶奶。 奶
奶年纪大了，有了老花镜就能看得更清楚了。 ”一个多月前，
一次聊天中，妮妮把自己的心愿告诉了驻村扶贫队队长、国
网邵阳供电公司客服中心党总支书记谢历冰， 谢历冰听了
深受感动。

谢历冰在村里走访时发现， 像妮妮这样的孩子不在少
数。 这些留守儿童中，有的家庭困难、有的父母离异……每
个人心中都有一些小小的心愿。 谢历冰把情况发布在公司
内部微信群里，得到大家积极响应，一场为留守儿童圆“微
心愿”的活动随即展开。

国网邵阳供电公司团委深入花竹村贫困家庭走访调
查，收集留守儿童“微心愿”，然后登记编号，把这些“微心
愿”制成卡片，贴到“心愿树”上，共有130余张。

近日，国网邵阳供电公司团委组织青年团员来到花竹村，
开展扶贫助学“微心愿”认领活动。 参与活动人员从“心愿树”
上摘下“微心愿”卡片，捐款捐物，帮助留守儿童实现愿望。 活
动中，130名留守儿童圆了“微心愿”，分别拿到了自己想要的
书包、篮球、书籍等。 其中，妮妮的小心愿也变为了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