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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龙源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贴近基层， 纪检干部走下去； 贴近百
姓，信访举报降下来；提高纪检监察机关公
信力。

今年5月以来，怀化市各级纪检监察机
关开展以“迎着群众期望去、带着群众满意
归”为主题的“双贴双下一提高”活动，纪检
监察干部走出办公室， 监督力量直接延伸
到“最后一公里”。

“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积淀多少真
情！ ”11月上旬，怀化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
周晓理告诉记者，群众利益无小事，纪检监
察干部只有真正把群众的事情放在心上，
才能实打实地增强群众获得感。

一次被制止的“杀鸡取卵”
一个为群众“养鸡下蛋”的好项目，差

点被“杀鸡取卵”。 所幸，纪检干部及时喊
停。

中方县纪委干部发现，2016年12月，一
笔26万的产业扶贫资金， 从县财政拨付给
铜鼎镇， 专用于砖墙脚村草木鸡养殖项目
建设。然而，钱却不翼而飞。原来，由于担心
亏损，村支两委私自将钱平均分配给351名
贫困群众。

最终， 连同扶贫工作队在内的有关责
任人被问责，资金被收回。 按照省专项扶贫
资金的管理办法，再次用于扶贫项目。

活动中，按照“谁联系、谁负责”的网格
化管理模式，怀化市纪检系统自上而下，由
各内设部室分别联系一个问题突出、 反映
集中的贫困村作为网格责任区， 入村走访
上访户、贫困户，面对面和干部群众交心谈
心，及时发现问题线索。

在麻阳，县纪委在走访中发现，高村镇
陶伊村村支书滕明金在给扶贫户申报危改
资金过程中， 存在向群众乱收手续费等行

为。 最终，该镇纪委对其违纪行为进行立案
审查，退赔群众钱款。

走访中，怀化市聚焦“数字脱贫”、虚报
冒领、 贪占挪用、 截留扶贫资金等11种情
形，围绕“雁过拔毛”式扶贫问题专项整治
等，共检查扶贫工作队320个，查看扶贫项
目856个，对89个乡镇党委纪委的工作明察
暗访， 受理扶贫领域信访举报线索536件，
累计查处135件， 给予党纪政纪处分50人，
移送司法机关处理1人。

“不要以为不贪不占就没事”
2016年， 芷江原楠木坪乡楠木坪村村

民郑复生、郑复清，向县里虚报大户种粮补
贴，获补贴30778元。

时任该村文书的龙成学未对申报土地
进行丈量、核实，就拿着村委会公章，用力
一摁，开具了证明。

2017年8月，县纪委在走访中了解到该
虚报冒领的违纪问题并展开调查，乡政府、
乡农技站以及村有关责任人被追责， 虚报
的补贴全部退回财政。 龙成学也受到了党
内警告处分。

“不要以为不拿不占就没事。 ”县委常
委、纪委书记唐江鲤说，乱作为会被追责，
不作为同样会被追责。

在“双贴双下一提高”活动中，怀化市
要求纪检监察干部认真做好“四访”，即入
户走访、定点接访、定期回访、带案下访。

70岁的新晃侗族自治县晃州镇新村居
民杨序平患有脑梗塞， 一家三口靠儿子在
外务工收入生活， 生活贫困。 新村在合并
中，一些村民并不了解杨家情况，评定贫困
户时将他“遗忘”了。

县纪委副书记吴泽洪把镇、 村干部召
集到杨序平家，现场了解情况。 如今，杨序
平家已被评为贫困户， 低保户评定也在公
示中。

目前，怀化市660多名纪检监察干部深
入贫困村走访，接访群众4000余人，走访贫
困户3200多户，召开座谈会400多次，收集
群众反映问题1240多个。

举报信少了，感谢信来了
2015年底， 新晃侗族自治县凉伞镇街

上村防疫员杨志学， 根据规定为自己和几
名养殖大户申报了诚信计生养殖奖励，一
年半过去了，杳无音信。

杨志学正准备到市里上访， 没想到县
纪委干部进村了。

县纪委干部经调查， 发现是财政一卡
通系统出现问题，经过10天的督促督办，迅
速解决问题，相关干部被批评教育。

这样的故事， 只是全市纪检监察干部
化解的180个非正常上访隐患之一。 此外，
该市还解决了重复访、越级访问题98个。

“纪委公信力真高！ ”这是溆浦县三江
镇金鸡村群众给县纪委送去的感谢信。

溆浦县纪委干部走访时， 接到群众关
于金鸡村原支部书记周元湘有关问题举
报。 经核实，周元湘被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
分，群众拍手称快。

以活动为契机， 怀化各县市区纪检干
部深入群众， 全市农村信访平均办结率提
高到92.04%，洪江、靖州、新晃、沅陵等地办
结率均达95%以上。全市纪检监察农村信访
总量呈逐月下降趋势。

怀化市纪委副书记、 市监察局局长吴
飙感慨说： “干部身心沉了下去、 作风提
了上来； 群众信访降了下去、 民心升了上
来。”

服务群众没有止境。 周晓理告诉记者，
怀化将继续深化拓展“双贴双下一提高”活
动， 将每月19日作为纪检监察干部下访的
群众工作日，推进联系群众、服务群众常态
化制度化。

湖南日报记者 姚学文 通讯员 刘倩

11月21日，2017中国中部（湖南）农博会
开幕第4天。 下午2时，雨花非遗展馆。 一台京
剧专场在这里举行，京剧野猪林《游园结拜》
《长亭别》， 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打虎上
山》，京剧演唱《贵妃醉酒》《梅龙镇》等，一幕
幕精彩上演，吸引众多观众观赏。

家住长沙县黄兴镇、年逾古稀的张呈柏
大爷观看演出后竖起大拇指，称赞不已。

在农博会上听京剧，只是本届农博会众
多“文化味”之一。 一直关注农博会的人会发
现，近年来，农博会在悄悄转型。 如果说，以前
市民逛农博会， 更多是来购物， 如今逛农博
会，还可以放松心情，与文化来一次大约会。

展馆设计尽显时尚元素
在许多人印象中， 农博会就是一个个

摊位上， 摆满各种农副产品， 销售人员竭
力推销。 然而， 走进本届农博会会馆， 你
可能会完全颠覆自己的想象。 现代的风味、
美妙的造型、 时尚的元素， 数万平方米的
空间里， 放眼一望， 有可能会产生错觉，
这里不是一个农博会展馆， 而是一个现代
化文化展示平台。

其中的雨花馆，让人感觉更甚。 长沙市
雨花区副区长刘江红介绍，雨花区作为农博
会执行单位，雨花馆几乎每届都有，但本届
的雨花馆除了3000平方米的超大面积外，无
论内容和形式，都有巨大改变，充分展现了
雨花区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和品质提升的
新亮点。 雨花区有“高铁新城”之称，所以在
展馆中央，按1比1的比例设计了一台高铁车
头。 这几年，雨花区以雨花非遗馆和神农茶
都为代表的文化产业强势崛起，跳马全域旅
游全面启动，展馆对这些变化都进行了充分
展示。 而每项设计力求精准、精美、时尚，整
体搭配和谐。 走进雨花馆，会令你心情格外
轻松、愉悦。

主题活动刮起 “头脑风暴”
11月20日， 农博会扶贫群英会火爆举

行。 百位村干部与各级领导、 专家、 媒体

人士聚于一堂， 就新时代扶贫帮困新模式展
开深入探讨， 引发一场精准扶贫的大讨论。

短短几天农博会，主办方开设了10大亮
点主题活动：农业峰会、非遗融合发展专家研
讨会、非遗传承人对话峰会、匠人与匠人对话
会等一个接一个，刮起一场场“头脑风暴”。

红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
长罗跃告诉记者， 农博会从第四届开始， 就
改变了单纯搞展销的做法， 在展会期间举办
主题峰会， 围绕农村、 农业、 农民等热点话
题， 邀请有影响的专家进行研讨。 但今年峰
会， 无论是数量、 规模， 还是品位、 档次，
都有了大幅提升。

雨花区委常委、 区委宣传部部长余宏卿
说，办农博会的目的，不只是在通过展会销售
农产品， 更主要的是通过这个平台提升农产
品品牌。 通过观点碰撞、思想交流，引导观念
更新、思想解放，引领农村、农业发展和农民
致富。

创意引导传统走进现代
近年来，红色旅游日益火爆。但多数人感

觉， 红色旅游地区的纪念品从内容到形式几
乎没有变过。 11月21日，记者在雨花非遗展
馆，惊喜地发现有家叫“德礼汇”的公司，设计
的红色旅游产品非常时尚。 他们的上百个产
品中，无论是书签、水杯，还是梳子、笔记本，
都给人一种现代和美的感觉。

“德礼汇”长沙公司总经理李子根是江西
人，他说，他从小对毛主席和红色文化充满敬
仰和热爱。 大学毕业后， 他一直从事礼品营
运。两年前，他去韶山旅游，想买点纪念品，却
发现那些礼品仍然跟多年前一样，不时尚，也
没美感。这怎么能让现在的年轻人喜欢呢？一
路上，李子根就想，要通过创意设计，让红色
旅游纪念品变得时尚。 他与设在上海的总公
司一说，引起重视。产品去年8月上市，市场火
爆。

在雨花非遗展馆， 创意产品比比皆是。
该馆今年的主题是打造创意集市， 让非遗与
创意接轨， 引导皮影戏、 剪纸、 苗族鼓舞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创意对接， 让其走入现代
生活。

湖南日报记者 姚学文 通讯员 陈文美

11月20日，2017中国中部（湖南）农博会
雨花非遗展馆，继前一日“非遗+”创新融合
发展研讨会在这里举行，湖南首届“对话传承
人”匠人峰会又在这里精彩上演。

在非遗继承和发展问题上，作为传承人，
他们有什么给人启迪的体会与想法？

作为湘绣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江
再红首先分享了湘绣与不同非遗类别产
品“碰撞”后自己的收获。她说，湘绣的图
案过去都是和诗词、书画等元素相结合，
而当湘绣融入青花瓷、苗绣等元素后，很
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市场价值变得更大。
早在2014年，她就结合青花瓷创作了湘
绣服装和挂屏，市场反响非常好，尝到了
湘绣跨界的甜头。“还有更多的中国传统
技艺可以融合进湘绣， 这样会有意想不
到的效果。 ”江再红说。

苗绣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吴英继、醴陵釉下
五彩陶瓷烧制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黄永平、
长沙铜官窑陶瓷烧制技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
彭望球、桃源刺绣代表性传承人谢惠兰，也纷纷
谈了自己的感受。 他们都觉得，非遗传承，跨界
发展乃必由之路。 非遗1+1，道路更宽阔。

当天峰会上， 还开展了“非遗的创新发
展”“非遗与时代”两个主题对话。

开开心心逛农博

楚江镇种艾拔穷根
湖南日报11月21日讯 (记者 颜石敦 通讯

员 李荟蓉 陈伟) “我和女儿在家门口的工
厂上班， 每人每月工资1800多元， 今年全
家脱贫不成问题。” 近日， 在临武县楚江镇
塘里村艾制品产业园务工的贫困村民曹建华
高兴地告诉记者。

楚江镇有建档立卡贫困户558户1770
人。 今年， 该镇利用当地得天独厚的气候环
境， 选择投资少、 见效快的艾草种植加工为
主导产业， 带动群众脱贫。 该镇引进湖南福
布施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 采取“贫
困户+基地+合作社+公司+电商+院企” 模
式， 投资2.4亿元建立艾制品产业园。 公司
与贫困户签订艾草每吨3000元保底收购协
议， 贫困户还可通过土地流转、 园区务工等
增加收入。

楚江镇艾制品产业园负责人谭浩介绍，
目前产业园已推广种植艾草4800亩， 加工
制作艾条、 艾茶、 艾皂等， 年销售收入可达
6亿多元， 能帮助220户贫困户增收脱贫。

逛农博，与文化来一次大约会

传承人对话传承人———
非遗1+1，道路更宽阔

“脚下沾有多少泥土，
心中积淀多少真情”

———怀化纪检监察机关“双贴双下一提高” 活动扫描

精准扶贫 在三湘

� � � �湖南日报11月21日讯 （通讯员 单明海
邱亚平 记者 邹仪） “原来这石山只能
种植零星的玉米， 每亩年收入也就200
多元。 土地流转后， 现在每亩租金就有
200元。 等到沃柑挂果后， 村民还可以
参与分红， 大家的热情当然高了！” 11月
中旬， 在宁远县冷水镇奉佳山村， 村民
邱先贵一边在刚翻耕过的土地上挖坑、
施肥， 一边满心欢喜地讲着乱石山变成
花果山的变化。

“七分石头三分土， 有女不嫁奉佳
山。” 奉佳山村属典型石山、 穷乡僻壤。
一直以来， 村民除了外出打工， 找不到
其他增收的好路子。 如何把“石山” 变
“金山”？ 今年， 村支两委干部带领村民
在石头缝里寻找脱贫路， 充分利用高山
气候和土壤特点， 把村里3000多亩荒山
流转过来种植无籽沃柑。 采取“公司+
农户+基地” 模式， 贫困户直接以土地
入股合作社， 产生的效益以分红方式派

发给贫困户。 据基地负责人江军介绍，
无籽沃柑每棵树第一年挂果有15公斤左
右， 按照现在市场价40元每公斤计算，
每亩500棵沃柑， 收益能达到3万元， 全
村153名贫困人口年分红资金就高达120
多万元。

“沃柑树就是我的‘摇钱树’， 也是
我的‘养老保险’。 能多种几棵， 我就要
多种几棵。” 村民奉昌祥正甩开膀子给沃
柑苗施肥、 浇水。 盘算起今年的收成，
奉昌祥说： “我家5亩多土地的租金有
1000多元， 在基地务工每天还有80元的
收入， 年底还能分红， 今年一定能脱
贫。”

沃柑树成了石缝中的“金果”， 让奉
佳山的村民看到了脱贫的希望。 说起明
年的打算， 村党支部书记奉政平信心满
怀地说， 明年合作社将进一步流转更多
土地， 让更多村民加入到沃柑种植中来，
争取早日建成特色种植产业村。

石头缝里种“金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