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邹仪 通讯员 梁利

“讲实话，现在的村务公开我很满意，低
保名单、 贫困评议和资金流向等都列得清清
楚楚， 我们一看就懂。”12月5日，42岁的蓝山
县楠市镇上下村村民梁群波， 站在崭新的村
务公开栏前对记者说。

“以前村里的财务情况，一年就结算公开
一次，用红纸贴在墙上，风一吹就不见了，很
多村民想看都看不到。” 梁群波性子比较急
躁， 曾经为了村务公开的事还和村干部闹过
别扭。自从村里制作了标准化公开栏，许多村
民关注的事项都公开后， 梁群波的态度转变
过来了。 如今村里要干什么事， 他是最支持
的。

今年来， 蓝山县由县委组织部、 县民政

局、县文体广新局等单位牵头，在上下村建设
农村工作服务平台示范点，将村级财务、精准
扶贫、涉农资金、集体资产等信息进行公开。
上下村制作了标准化公开栏， 安放在村里最
热闹的百姓广场，方便村民浏览。

“凡是群众关心的、想知道的、有疑虑的
都公开了，群众看得到，也看得懂。”上下村村
支书记梁斌林介绍说，“我们不但村务公开，
还鼓励村民对公布的内容‘挑毛病’。只要村
民意见合理，村里都会积极采纳。”

54岁的梁仁安是村里有名的热心人，他
就专门从村务公开栏里“挑毛病”。上下村村
民梁仁辉因患白血病长年在家，全家4口人只
能靠妻子在外打零工维持， 两个小孩读书急
需用钱；村民陈兰英丈夫去世、儿子遇车祸后
儿媳改嫁，她一人带着两个孙子，日子十分拮

据；因父亲过世、母亲远嫁，13岁的梁家富生
活无着落……梁仁安仔细研究了村务公开栏
中的贫困户名单后发现， 这些困难群众并没
有出现在名单中， 于是向村里提出建议把他
们增加进去。

令梁仁安没想到的是， 他提出的建议还
真的被采纳了。今年7月，村支两委经过深入
调查，并通过“四议两公开”和上报审核，将梁
仁辉、陈兰英、梁家富等10户困难家庭确定为
建档立卡贫困户。通过鼓励村民“挑毛病”，上
下村已为村民解决热点焦点问题40余件，当
地群众对这种做法拍手称赞。

“有了群众的监督，使得村务公开这本‘明
白账’更具公信力，村民们有问题都能得到及时
处理。现在群众对村干部更信任了，我们干事情
比以前也更有劲了！”梁斌林感慨地说。

湖南日报12月7日讯 （记者 邢玲 通
讯员 刘曼霖 黄勇 ）今天上午，在益阳市
赫山区兰溪镇资江河道，区畜牧、水务、环
保等部门联合组织人员，运用吊车、挖机、
鱼罐运输车辆，对区内最后一处非法养鱼
网箱、拦网、管理房等设施进行拆除。

赫山区政府办副主任陈虎明介绍，为
维护好资江水环境，该区编制了《水产养
殖污染防治规划（2017-2020）》， 规范河
流、湖泊、水库等天然水域养殖行为，并启
动大水面精养退出工作，兰溪河、北坪湖、
鱼形山水库已实现退养，东湖、鹿角湖等
重点水域已做到禁止投肥投饵。

记者从益阳市环保局了解到，该市按
照中央环保督察组提出的河湖围网养鱼
整改要求，实行“一月一调度、一月一督查、
一月一通报”工作制度，各级各部门积极
作为，严格把握时间节点，较好完成了目
标任务。该市公共水域有矮围围网20.76万
亩，已全部完成功能性拆除。一级水源保
护区资水桃江县马迹塘镇、 三堂街镇、修
山镇段有水产养殖网箱817口， 已全部清
理完毕。赫山区有4.7万平方米非法养鱼网
箱、拦网，在12月7日拆除完毕。资阳区沙
头镇、甘溪港资江水域段有151处网箱，养
殖面积14280平方米，目前已基本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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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7日讯(记者 龚柏威 通
讯员 朱青青)12月6日上午11时左右，沅江
市南洞庭湖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北胜洲上，
一棵高约20米、树龄7年左右的欧美黑杨倒
下了。至此，南洞庭湖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沅
江境内的欧美黑杨全部砍伐完毕， 提前完
成了中央环保督察组下达的整改任务。

在砍伐现场，记者见到了这片林子的
业主黄庆华，他正在拾捡散落在地上的树
枝。他说，北胜洲上绝大部分欧美黑杨由
他种植，约有5000亩，这些年也给家中带
来了一些收入， 现在砍掉自然舍不得，但
政府从环保的角度要求砍伐，这符合大家

的利益。他已组织好人员车辆，将砍掉的
欧美黑杨进行清理转运。

沅江市林业局副局长吴先云介绍，中
央环保督察组要求南洞庭湖自然保护区
核心区的欧美黑杨，必须在今年12月31日
前全部砍伐掉。12月6日，沅江境内的欧美
黑杨砍伐工作结束，共砍伐清理欧美黑杨
24796亩。自10月8日全市启动欧美黑杨集
中砍伐工作以来， 先后出动劳动力2万多
人次、油锯机4000多台次、运输车2400多
台次、其他机械近1000台（套）。下一步，将
督促业主组织人员，对欧美黑杨砍伐地进
行清理。

李曼斯 隆文辉 李先强

冬日寒风袭袭， 宁乡市沩山乡同庆村却
是一片热火朝天的冬修建设场景。

“今年洪灾给我们村造成的水毁程度是
全乡最严重的，多亏了政府和帮扶单位‘手拉
手’帮扶，组织全力抢修。”正在现场修砌沟渠
的同庆村总支书记陈林感激地说。

路桥垮塌、河堤崩溃、良田冲毁……在今
年7月的特大暴雨中， 同庆村遭受了重大损
失。作为该村的结对帮扶后盾单位，宁乡市交
通运输局多措并举支持同庆村开展灾后重
建，深入推进精准扶贫工作。

“裴公庵桥垮了！”7月初，一个坏消息在
同庆村传开。裴公庵桥连接黄祖沩公路，是村
里200多位村民通往外界的必经之道。

得知消息后， 宁乡市交通运输局立马送来
10万元，当地村民也纷纷捐资投工。经过一个多
月的奋战，裴公庵桥于9月底重新建成通车。

查看地质灾害点、转移安置村民、抢修自
来水……宁乡市交通运输局驻村工作队和支
村“两委”成员逐一走访，帮助同庆村尽快重
建家园。

“帮扶重在‘拔穷根’。”宁乡市交通运输
局人事科副科长、驻同庆村“第一书记”蒋铁
刚介绍，今年3月开始，驻村工作组根据贫困

户致贫原因和发展需求， 科学划分贫困户贫
困类型，分类施策，做到一户一对策、一户一
帮扶、一年一提升。

为激发村民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 驻村
工作队协调和推动相关扶贫政策落地， 在继
续实施茶叶、七星椒、板栗种植3个主导产业
项目的同时，鼓励和支持贫困户发展水果、药
材、苗木种植和鸡、鸭、羊、蜜蜂养殖等产业。

“在帮扶单位的协助下，我们村今年对千
斤公路塌方河堤进行了修缮和改造， 新架设
路灯50盏， 还完成了回心桥片的饮水工程项
目，解决了群众的饮水安全问题。”陈林高兴
地介绍。

如今，一条条硬化道路完工了，一排排崭
新的路灯排列在路边。村民们都说，精准扶贫
以来，日子正越过越好。

湖南日报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张洁 邓立平

“真是没话讲，庭为一个残疾人，现在一
年下来收入可突破10万元， 村里大多数正常
人也难赶上他了。”近日，醴陵市茶山镇西塘
坪村48岁的残疾人李庭为被评为市里的“脱
贫之星”，村里一位邻居听到消息，竖起拇指
称赞。

“舍得做，就会做得发。”李庭为憨厚地笑
着说，“有党的好政策，自己再勤快一点，脱贫
其实并不难。”

李庭为小时候患上小儿麻痹症， 落下三

级残疾，其右脚至今行走不便，外出务工也难
找到合适工作。 家里还有年过古稀的老父亲
要赡养，自己年近50岁还在打单身。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李庭为利用祖祖辈
辈赖以为生的田土资源， 一心在家发展农业
生产，种蔬菜、瓜果。开始只能小打小闹，没有
资金扩大生产，只能勉强维持生计。

2014年，李庭为被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为帮助广大贫困户掌握脱贫技能，镇、村多次
组织产业培训， 李庭为一次不落去参加。去
年，享受小额扶贫信贷政策，李庭为获得3万
元资金，动起了把产业做大的心思。

尽管身体残疾，可李庭为不怕苦，连片种

了11亩水稻和13亩苹果瓜。在苹果瓜收获后的
田地里，再种上玉米、辣椒、茄子、青豆等。为了
将农产品卖个好价钱，他凌晨4时多起床，打理
完地里，就去周边集镇赶集，卖力吆喝。

醴陵市农机局干部谢霞辉作为李庭为的
帮扶责任人，贴心鼓励他搞好产业，经常带着
技术人员前来指导， 并动员单位同事及亲友
到李庭为家购买农产品， 还为他及其父亲落
实了健康扶贫政策。

李庭为高兴地说，除了种植农作物，他还
承包了村里4口鱼塘，共有23亩水面，可年产
鲜鱼1.5万公斤左右。

李庭为身残志坚、勤劳肯干，邻村一位女
子看在眼里，和他谈起了对象，催着他领结婚
证。“那我还要考虑下。” 面对迟来的春天，李
庭为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精准扶贫 在三湘

村务公开栏背后的故事

鼓励村民“挑毛病”

洞庭湖生态环境
专项整治进行时

益阳拆除河湖养鱼围网

南洞庭湖核心区沅江境内

欧美黑杨砍伐完毕

湖南日报12月7日讯 （记者 苏莉）分
别代表异地来湘投资企业和湖南本土企
业的两家商会“结盟”，将会碰撞出怎样的
火花？今天下午，湖南省深圳商会、长沙市
涟源商会在长沙签署友好商会联盟协议，
双方将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湖南省深圳商会现有会员近500家，
会员在湘投资总额超过6千亿元， 其中世
界500强企业、上市企业、著名地产企业60
余家，包括保利、万科、佳兆业等多家全国
知名房地产企业。长沙市涟源商会成立于
2007年，会员上千家，是湖南在省会城市
的首家县级市异地商会， 在机械制造、房
地产开发、轻工建材、有色金属、能源、贸

易流通等领域，累计投资达3000多亿元。
当天，两家商会的企业家们共同考察

了位于长沙高铁会展新城的台商总部大
厦项目和环球汇商业街项目。台商总部大
厦项目由长沙市涟源商会会长企业湖南
九龙集团和台湾南良集团共同打造。商会
企业家们纷纷表示将积极参与或者推荐
会员企业参与两个项目的开发和经营。

据悉，两家商会缔结签署友好商会联
盟协议后，将在办会互学、资源互享、项目
合作等方面进行深入交流合作。双方将每
年共同举办一次项目对接会，由双方常务
副会长以上单位各推荐一个项目对接合
作。

同庆村：重建家园“手拉手”

李庭为：“舍得做，就会做得发”

湖南日报12月7日讯 （朱永华 谢锐）
由湖南大学与岳阳市委、市政府联合主办
的“贯彻发展新理念 转型升级补短
板———强力打造内陆港与建设开放强省”
高峰论坛日前在岳阳市举行。

专家们一致认为，湖南应积极响应国
家“一带一路”倡议，深入实施“走出去”和
“引进来”相结合的发展思路，力争把湖南
建成“一带一路”内陆核心腹地。

与会专家就岳阳如何打造内陆开放
新高地、桥头堡，如何将城陵矶新港平台
优势转化为现实竞争优势展开深入探讨。
省人民政府参事、湖南商学院柳思维教授

提出，补齐湖南开放经济的短板，要在产
业发展、港区、综保区和进口口岸一体化
机制有新突破，要在整合港口资源加大港
口协作上有新举措，尤其要在加大基础设
施建设、 优化港区营商环境上实现新突
破。 国家商务部政研室副主任李莉认为，
岳阳要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 桥头堡，一
是推进全面开放， 二是促进创新发展，三
是完善营商环境， 四是扩大服务业开放。
著名经济学家、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
贸学院院长黄建忠教授在发言中提出，新
时期自由贸易港建设应当走一条从“综
改”到“深改”，再到“全改”的新发展路子。

把湖南建成“一带一路”内陆核心腹地
“强力打造内陆港与建设开放强省”高峰论坛在岳阳举行

湖南日报12月7日讯 （记者 杨元崇
通讯员 宋林凤 孙立青）今天下午，吉首
大学湖南乡村振兴战略研究中心正式成
立。据了解，这是我省首家以深入研究乡
村振兴问题、 探索乡村振兴湖南模式的
研究机构，力争建成服务于我省“三农”
政策咨询、 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高端智
库。

该中心将围绕“三农”理论与政策、乡
村旅游、农业产业发展、城乡融合与减贫、

乡村治理等5个方面组成研究团队， 将视
角聚焦湖南乡村振兴，探索乡村振兴的湖
南模式，为省委、省政府破解“三农”难题提
供有价值的决策参考。

研究中心主任、吉首大学副校长黄昕
教授介绍， 中心聘任吉首大学廖胜刚、鲁
明勇、吴文平、蒋辉、丁建军5位教授、博士
任首席专家, 并吸收部分研究生加入研究
团队，鼓励研究生申报“乡村振兴战略”研
究方面的科研创新项目。

吉首大学成立湖南乡村振兴战略研究中心

湖南省深圳商会和长沙市涟源商会“结盟”

� � � � �荨荨（上接1版）
以中央环保督察为契机， 洞庭湖水域的

矮围、围网、“迷魂阵”陆续铲除，百余只珍贵
白琵鹭今秋翩翩现身南洞庭；常德珊珀湖“背
水一战”，清淤、补水、截污、禁投，整治污染顽
疾不遗余力……

省“一号重点工程”持续推进。进入第二
个“三年行动”，湘江流域“治”与“调”并举，水
更清、岸更绿。

长沙岳麓污水处理厂排水口下移工程、
原长沙铬盐厂土壤修复项目等加快实施，确
保湘江饮水安全；

株洲清水塘需退出的203家企业已关停
147家，经过生态修复的霞湾港呈现出“一港
清水、两岸翠绿”的活力；

湘潭竹埠港区内已完成修复重金属污染
土壤56万立方米；

娄底锡矿山地区历史遗留砷碱渣无害化
处理工艺再升级，实现“以废制废”；

郴州持续推进重金属污染防治，实施“十
大”重点行业整治……

目前，全省五级河长体系基本建立，2018
年全面完成“清面、清乱、清养”；湘江流域推
行生态补偿制度，水清水浊奖罚分明。

“母亲河”风韵再现。1至10月，全省地表
水水质总体为优。 其中10月份湘江干流43个
省控断面水质均达标，支流137个省控断面有
127个水质达标。

洞庭湖水环境恶化趋势得到初步遏制。
今年10月，11个洞庭湖湖体断面水质总体为
轻度污染，与上年同期相比，总磷平均浓度由
0.091毫克/升下降为0.087毫克/升。

消灭黑臭水体、集中处理工业
污水、资源化利用养殖粪污，不让
废水、污水直排江河

初冬的清晨， 长沙市雨花区圭塘河羽燕
湖段沿岸早已热闹起来。 河水清清、 绿树环
绕， 周边小区的大爷大妈在这里舒心地打着
太极拳，跳起广场舞。

“圭塘河流域目前已全面消除黑臭。”雨
花区副区长、圭塘河河长陈怀宇告诉记者，后
续还将进行海绵公园示范项目、 污水处理厂
尾水水质提标工程等建设， 确保明年圭塘河

全流域水质达到IV类水。
今年9月8日，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总河

长许达哲乘船在湘江巡河， 着重询问了陪同
的市一级河长关于建成区黑臭水体治理的进
展情况。 省政府今年两次就黑臭水体治理召
开专题推进会、现场会。黑臭水体整治作为中
央环保督察整改重点任务， 纳入洞庭湖生态
环境整治、“一湖四水”环境整治等专项考核。

各地全力推进黑臭水体治理，每一条黑臭
水体都有一名负责河长和一个牵头整治部门；
一河一策，住建部门督促地方制定整治方案，并
定期调度进展；省发改、财政部门安排省级奖补
资金1.7亿元，并成功争取将我省列入全国城市
黑臭水体整治PPP创新工作地区。

“龙须沟”不再，“生态河”归来。截至11月
底， 全省170个黑臭水体已完成整治96个，正
在整治65个。其中，长沙市建城区被确定和纳
入整治范围的88处黑臭水体， 目前已完成79
处整治，并已倒排时间表，将按要求在年底实
现告别黑臭水体的目标。

建成区黑臭水体治理要全覆盖、园区的污
水处理设施要全覆盖、养殖粪污处理要全覆盖，
我省以“三个全覆盖”为切入口，源头整治水环
境突出问题，不让废水、污水直排江河。

12月初， 南县经开区污水处理厂建设项
目工地上一片繁忙， 工人们利用晴好天气抓
紧施工。这座投资1.5亿元的污水处理厂，将在
年底投入使用。

这样的景象在省内不少工业园区都可看
到。加强园区污染集中治理，省政府进行专项
部署，环保部门进行专题调度、督查督办，帮
助解决实际问题， 并联合省财政厅对今年建
成投产的园区污水处理厂进行补贴； 省环保
厅联合省发改委对污水处理厂建设迟缓的园
区实施限批。全省今年纳入计划的140个园区
中已有91个园区完成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养殖粪污资源化利用在我省已成主流。
省畜牧部门引导养殖户主攻肥料化、能源化、
基料化等三大养殖粪污利用方向， 集成堆肥
还田、 水肥一体化、 栽培基质利用等10种模
式，成为全国典型。

湖南鑫广安路口原种猪场占地380亩，建
设大型沼气工程后，年产沼气量22万立方米，
可集中供气给周边500户农民；配套建起年产
4万吨有机肥的加工厂，消纳自身种猪场的粪

污，还常年收集附近养猪场的猪粪。
如今， 越来越多的规模养殖场， 对接果

园、菜园、茶园，让畜禽粪便就地就近还田，实
现种养平衡。同时，我省采取PPP模式，推出企
业购买养殖废弃物处理服务， 为散养户排忧
解难。

在省财政大力扶持下， 各畜禽养殖大县
建立起病死动物统一收集体系和无害化处理
中心，对病死畜禽进行干化炉高温化处理，回
收油脂提炼生物柴油， 残渣作为营养基质饲
养活饵再用来喂青蛙、家禽、甲鱼，效益可观。

退林还湿 、退养还净 ，描绘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画卷

“这些天从东洞庭湖扁山岛南行至煤炭湾
水域，可以见到三五成群的江豚出水嬉戏。”12
月5日， 岳阳县渔政管理局城陵矶站站长彭向
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欣喜地说，江豚频繁现身，
得益于东洞庭湖水质逐渐变得清澈。

水质好转，“畜禽退养”立下汗马功劳。截
至11月中旬，岳阳市洞庭湖区饮用水源地381
家养殖场全部告别历史舞台。

目前，全省122个县市区都根据环境容量
依法科学划定了畜禽禁养区，颁布了养殖“三
区”（禁养区、限养区、适养区）规划。全省各地
逐场逐户摸底， 制定禁养区畜禽规模养殖场
退出方案，在当地政府的统一领导下，2017年
底前将全面完成禁养区规模养殖场退养，做
到退养还净。

湿地是“地球之肾”，湖泊是大地“明珠”。
退林还湿，让湿地、湖泊恢复原有生态，才是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道。

从2016年开始，我省在湘江流域8市启动
退耕还林或还湿试点。 专门成立了科研院校
专家组成的技术咨询团队， 编制试点工作方
案、方案评估标准，以净水、净土、净气为目
标，以少动土、好维护、低成本、高效率、易管
理、可推广为原则。

湘江流域8市安排每市试点补助资金100
万元，在湘江干流或者一级支流汇水口，选取
面积300亩以上的区域开展退耕还林还湿。截
至今年11月底，8市已完成退耕还林还湿面积
共计4252亩，为计划任务的98%。目前，湘江
流域已建成拥有1处国际重要湿地、34处国家
湿地公园、17处省重要湿地及湿地自然保护
区的湿地保护网络。

“一湖四水”绘就生态新画卷

红豆醉了采果人
12月7日， 新宁县金石镇飞仙桥片区龙潭桥村13组， 林农喜摘红豆。 南方红豆杉属

国家一级保护植物， 目前， 该县通过采用人工育苗、 连片培植等方法， 实现南方红豆
杉成林面积10万余亩。 郑国华 郑新娟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