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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罗玉霞

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山村， 因为能人王硕
丰回村，变成了国家3A级景区。

小桥、流水，白墙黑瓦掩映在树木丛中，
空气中弥漫着花香。12月4日，天气有点寒冷，
但在郴州市北湖区华塘镇三合村， 游客仍三
五成群。

在村党支部书记何若龙带领下， 记者沿
着村里玫瑰大道往前走，参观了“情投意合”
浪漫广场、玫瑰庄园、“珠联璧合”婚庆广场等
主题景观。何若龙说，这些都是王硕丰投资开
发的，成了村里标志性景点。

玫瑰庄园里， 一个40来岁的中年汉子正
指挥工人翻地。深褐色的皮肤、憨憨的笑容，
若不是何若龙介绍， 记者很难将他与能人王
硕丰画上等号。

见到记者，王硕丰停下手中的活，一双大
手握过来，很有劲。

何若龙说，王硕丰以前在广州开酒楼，生
意蛮好的。

“在广州开酒楼好好的，为什么回家乡？”
记者问。

“一是父母年纪大了，不愿到广州居住；
二是做人不能忘本，作为土生土长的三合人，
回乡创业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也是我的梦
想。”王硕丰说。

回乡创业并不那么容易。2009年回乡后，
王硕丰与一个朋友在村里合伙承包农田种植
蔬菜，这一年他失败了，损失惨重，合伙人也
退出了。

但王硕丰坚信，做农业的方向没有错，只
要找到失败原因，一定能“东山再起”。他向农
业专家请教， 做市场调查， 打通销售渠道。
2011年，他押上全部家底，继续种植蔬菜，这
次他成功了。

一年后，王硕丰投资900多万元，成立三
合乔龙生态农业有限公司。采取“公司+基
地+农户”的经营模式，流转土地300多亩，
建设了集旅游度假、餐饮住宿、绿色种养于
一体的绿色观光园———爱尚三合蔬菜绿色
庄园。

走进爱尚三合蔬菜绿色庄园的大棚
里，暖意融融。2米多长的蛇瓜、50多公斤重
的南瓜、种在“水里”的白菜……成为游客
竞相合影的“宠儿”。生态观光餐厅里，游客
扎堆。

王硕丰告诉记者， 目前公司蔬菜基地
面积达5600亩， 每天直供港澳新鲜蔬菜60
余吨，给当地提供就业岗位300多个。今年，
预计可收入5000余万元，村民户均增收1.5
万元。

在三合乔龙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上班
的村民谢珊珊说，她每月的工资有3000多
元，既能赚钱，又能照顾一家老小，两全其
美。

王硕丰在带领村民搞种植的同时，抢
抓区里建设美丽乡村的机遇， 发动村民进
行“空心村”改造、“公厕改革”、通村公路修
建等，三合村迈入全国生态文化村、全国美
丽乡村百佳范例、 第五届全国文明村镇行
列。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保持土地承包关
系稳定并长久不变， 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
再延长30年。”王硕丰说，收到这个“政策大红
包”后，他决定追加投资，进一步把公司做大
做强，让三合村更美，让乡亲们的生活过得一
年比一年好。

新时代 新气象 新作为
———湖南乡村振兴探索

郴州市北湖区三合村———

能人回村造景区

� � � � 12月5日，郴州市北湖区三合村国家3A级景区。 周峰 摄

湖南日报记者 段云行 通讯员 肖星群

12月10日下午，暮色渐浓，涟源市桥头河
蔬菜基地里， 几名工人还在忙着为最后一辆
货车装载大蒜、包菜、花菜。“今年夏季，桥头
河蔬菜基地被洪水冲了个干干净净， 没想到
这么快就恢复过来， 并且蔬菜品质更好了。”
拉菜5年的谢师傅由衷感叹。

今年7月1日， 涟源市遭遇特大洪灾，
桥头河蔬菜基地的温控系统、 滴灌系统以
及280个蔬菜大棚 、3500亩蔬菜被大水冲
击。水退之后，肥沃的菜地成了砂田，农户
和企业遭到毁灭性打击。 何去何从？ 陷入
迷茫。

关键时刻， 政府的及时帮扶让企业恢复

了信心！
7月2日起，省、娄底市和涟源市领导专

程前来察看灾情， 鼓励企业负责人振作精
神，支持企业搞好灾后复产。灾后10余天时
间里，烈日下，每天都有涟源市农业局和桥
头河镇的几十名党员干部在基地里清理杂
物、疏通沟渠。企业积极响应，最多的一天聘
请了500余名工人，出动5台挖机、两台装载
机清理杂物。

灾后重建，基地不是简单的恢复旧貌，而
是更高标准、更大手笔。重新安装最先进的温
控大棚、滴灌系统，引进最优良的蔬菜种子，
还从全国有名的蔬菜基地山东寿光聘请了两
名专业技术人员。完全不用农药，纯粹使用生
物防治技术治虫，保证“桥头河蔬菜”的高品

质和原生态。3个月后， 桥头河蔬菜基地重振
雄风，萝卜菜苗、菜心、黄瓜等蔬菜又开始源
源不断供应市场。

“在娄底蔬菜市场， 桥头河蔬菜是市场
‘风向标’。” 基地负责人王建良自豪地说。在
蔬菜基地因灾停供的3个月里，娄底市蔬菜市
场有些蔬菜价格上涨了一倍多。 桥头河蔬菜
恢复供应，市场菜价便闻风而跌，稳定了城区
居民的“菜篮子”。

11月27日，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在娄
底调研时，专程来到桥头河蔬菜基地。在生机
勃勃的菜地里， 许达哲饶有兴趣地捧起了一
个半米长的带泥大萝卜， 当起了桥头河蔬菜
的“代言人”。省长手捧萝卜的照片，刷爆了桥
头河居民的微信朋友圈。

湖南日报12月11日讯 （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黄道兵）清掉淤泥，渠道整洁，水清
见底。位于常德经开区的城市内河三岗渠
一改往日黑臭水体形象， 成为一条景观
渠。这是12月8日下午，记者参加三岗渠环
境问题整改现场验收时看到的喜人场景。

“常德经开区东区污水管网未联通
至污水处理厂，生活污水、生产废水排入
三岗渠， 导致三岗渠上游水质恶化。”这
是今年7月中央环保督察组向湖南反馈
意见时指出的问题。据今年1月监测数据
显示， 三岗渠化学需氧量浓度达到每升
243毫克， 氨氮浓度达到每升7.33毫克，
水体受到严重污染，水质为劣Ⅴ类。

常德市委、 市政府对三岗渠环境问
题高度重视， 主要领导多次现场督导整
改。 副市长涂碧波2次到现场调度督导。

市纪委还就该问题专门约谈了常德经开
区主要领导。常德经开区痛下决心、立行
立改。 经反复研究， 制定了专项整改方
案。共投入资金近1亿元，先后实施截污、
清淤、驳岸绿化、活水以及生态修复等4
大主体工程，完善东区管网建设，打通断
头管网， 将沿途12家企业和区域内居民
生产生活污水全部接入污水管网， 送到
污水处理厂。共铺设各类管网5100多米，
完成三岗渠清淤2万多立方米，驳岸绿化
及沿线景观建设、各种苗木种植、草皮铺
设等目前均已完成。 经对三岗渠取样检
测结果显示， 该水域化学需氧量浓度最
高为每升13毫克、氨氮0.672毫克，水质达
到地表水Ⅲ类标准。 现场验收组一致认
为， 三岗渠环境问题整改达到了验收标
准。

桥头河蔬菜“站”起来

洞庭湖生态环境
专项整治进行时

常德经开区痛下决心整改
三岗渠成景观渠

湖南日报12月11日讯 (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陈雯)12月6日下午4时30分，沅江
市南大膳镇鱼棚拐外堤民生湖500余米混
合围被成功爆破。

此次爆破的民生湖混合围是沅江反
弹矮围中最严重的一处， 原为钢丝网混
合围，面积3000亩，泥土堤坝长8877米，
去年已拆除钢丝网围。 这次爆破炸掉了
500余米长的泥土堤坝，彻底摧毁了泥围
闸口。“我们共使用炸药4吨、雷管600发、

导爆管3000米。”现场爆破技术负责人易
理辉说， 剩下的泥土堤坝将在一周内完
成爆破。 现场指挥爆破行动的沅江市副
市长王志强表示， 沅江坚决遏制洞庭湖
矮围网围反弹，发现一处，整治一处。

据了解，自去年起，沅江市开展拆除矮
围网围工作。全市72处矮围网围共计16.78
万亩，已全面拆除。今年来，该市矮围网围
反弹时有发生，市里再杀“回马枪”，已先后
对反弹的50处矮围进行整治。

沅江再杀“回马枪”
整治50处反弹矮围

湖南日报12月11日讯（记者 邢玲 通
讯员 莫雨凡）12月7日， 益阳市资阳区国
土、公安、工商、环保等部门出动执法人员
200余人， 对该区长春镇资江大堤窑湾段
外河滩边一处大型非法砂石（碎石）场设
施予以拆除。

资江河道窑湾段非法采砂现象较为
严重，随意搭建有各类违法临时建筑物以
及用于采砂的输送带、 架及附属设备等，
给河道行洪和堤防安全带来了隐患。运砂
车超限超载运输毁损道路，给沿线群众生

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为此，资阳区出台
了专项整治方案，通过召开全区动员大会、
发布政府公告、制作长久性宣传牌匾、张贴
宣传标语、流动宣传车宣传、上门与业主面
对面讲解政策等方式进行宣传教育， 要求
各业主必须在规定期限内， 自行拆除相关
设施、设备，腾空场地。逾期拒不自行处置
或处置不到位的， 区政府坚决依法予以取
缔，彻底拆除生产设备，没收非法财物，并
依法追究业主法律责任。目前，该区已依法
取缔非法采砂场13处。

资阳区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依法取缔非法采砂场13处通讯员 杨卫星 肖星群

近日， 涟源市桥头河镇新培村党支部第
一书记梁鹰来到贫困户李永强家中， 向他家
人了解其精神病康复情况。

从去年11月驻新培村帮扶担任村党支
部第一书记以来， 梁鹰每天都在为村民们
的事操心。扶贫路上，梁鹰算起来是第4次
下派到村担任村党支部第一书记。2004
年、2005年，他作为优秀青年干部，连续两
年被派至湄江镇马方溪、 楠竹村担任村党
支部第一书记，2015年作为驻桥头河镇钟

山村扶贫队队长， 又兼任村党支部第一书
记。

去年11月到新培村， 村里有建档立卡贫
困户100户304人，脱贫任务很重。

梁鹰说：“要有责任、有担当，村民才会信
任，工作才好开展。”贫困户张求吾家只有一
层房，冬冷夏热，顶层开裂。梁鹰多方奔走，帮
其筹资12万余元，加盖了一层。

作为贫困村，新培村要建的项目很多，要
用钱的地方也太多。 梁鹰多方争取政策和资
金，全力以赴推进各项工程。全村共硬化道路
1.8公里， 修建水渠2.1公里， 争取老区项目1

个，建好老年服务中心1个、留守儿童关爱中
心1个、 村级卫生室1个……进一步完善了村
级服务平台和党建阵地。今年，全村共投入项
目资金近140万元。

为了让在深圳发展的青年李三根回乡创
业，梁鹰多次打电话并登门“游说”。李三根回
家后发展特色山鸡养殖和加工销售， 带动23
户贫困户创业增收。如今，村里建起了4个生
态种养合作社，57户贫困户以土地、小额贷款
资金等入股，有了稳定收入。

村支书李红兵说：“梁书记太敬业了，我
们只有跟着他努力干。”

湖南日报记者 沙兆华

“只要把帮扶对象当作自己的亲人，扶贫
帮困就能着力从心。”这是常德市西湖管理区
老干中心主任龚志华的经验之谈。

2017年2月18日，龚志华第一次来到西湖
管理区西洲乡黄泥湖村卿定勇家，从此，他们
两个结下了不解之缘，并成了好兄弟。

卿定勇，男，43岁，因一场突如其来的车
祸致双腿瘫痪，生活不能自理。离婚后，老婆

带着儿子回了娘家， 他的起居生活全靠年近
80岁的父母照料，一年的收入微乎其微。龚志
华从聊天中了解到他的四大困难： 一是去年
因哥哥姐姐合伙给他安装空调后被取消了低
保；二是因双腿不便，上厕所困难；三是没有
轮椅，出门成了奢望；四是没有热水器，冬天
洗澡非常困难。

回家后，龚志华盘算着帮扶计划，连夜给
西湖管理区残联写了一个综合汇报材料。接
到材料后，残联领导回复，轮椅的问题列入计

划，但其他问题要去找西湖管理区民政局。龚
志华代替起草了申请报告，第二天一早，就骑
着摩托赶往村里签章，接着又赶到乡政府，随
后赶到西湖管理区民政局呈报材料。 经民政
局实地调查，为卿定勇解决了低保，并扶持资
金6000元，为他修建了无障碍厕所，安装了热
水器；残联也在今年5月21日全国助残日为他
送来了轮椅， 龚志华为他送去了大米和食用
油。如今，卿定勇逢人便说，龚志华是他的亲
兄弟。

湖南日报12月11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
讯员 姚毅）12月10日，以“共享碧水蓝天”为
主题的2017洞庭湖观鸟赛落下帷幕。 经过一
天的角逐， 此次观鸟赛共记录到鸟类143种。
其中，湖南-GEF联队记录到91种鸟类，名列
各队之冠； 红嘴相思鸟队、GEF队等4支队伍
发现鸟类新记录———白颊黑雁， 这也是湖南
省鸟类分布新记录。

专家告诉记者， 白颊黑雁本来是北美地
区才有的。它是迷路了，误打误撞跑到洞庭湖
来了。

逐鹿洞庭，GEF队荣获小白额雁奖（优胜
奖），红嘴相思鸟队获得白尾海雕奖（最佳发
现奖），大连之翼队获得白鹤奖，北京-黑头队
获得火烈鸟奖，武汉观鸟会队获得小天鹅奖。
评委们还为年龄最小的“疯孩子队”颁发了金
腰燕奖。

湖南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湿地环
境多样性极其丰富， 目前监测记录到的鸟类
有16目61科345种，其中全球濒危物种小白额
雁数量就占全球种群的70%以上， 吸引了国
内外观鸟爱好者。 自2002年举办中国首届洞

庭湖观鸟大赛至今， 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200余支队伍参加了洞庭湖观鸟赛。来自北京
-黑头队的刘建光说，这些年走南闯北到处观
鸟，见过很多鸟类栖息环境，但是洞庭湖的湿
地环境和鸟类资源还是给他震撼。 要了解洞
庭湖，来一次远远不够，明年还会来参加这里
的观鸟赛。

湖南师范大学教授邓学建是本届观鸟
赛评委。他表示，鸟类是重要的环境指示物
种。当某些鸟类突然减少或消失，就说明这
个地方的环境可能出了一定的问题， 就要
寻找原因。 一个地方鸟类数量和种类多不
多， 能够很直观地反映出这个地方的鸟类
分布情况。洞庭湖观鸟赛举办了9届，很好
利用了社会资源帮助保护区来监测鸟类情
况。

湖南日报12月11日讯 （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甘惠江）12月10日，在浙江省衢州市
举办的中国森林康养与乡村振兴战略论坛
暨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森林康养促进会年
会上，张家界老道湾度假景区获“第三批全
国森林康养基地试点单位”授牌，张家界再
添一张生态名片。

据了解， 第三批全国森林康养基地共
有23个省(区、市)的170家单位申报，最终
有98个单位入选。目前，我省共有21家单

位被列入全国森林康养基地试点。
近年来， 张家界老道湾度假景区以丰

富多彩的森林景观、 领先全国的生态环境
等为依托，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推进森林康养项目建设，发展森
林康养事业，打造森林康养品牌，建成了集
观光、休闲、度假、康养、科普等为一体的旅
游景区，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光旅游。截至
11月底，老道湾度假景区共接待游客超60
万人次。

洞庭湖发现鸟类新记录
因为迷路，白颊黑雁来了岳阳

精准扶贫 在三湘
扶贫故事 “扶”来的残疾兄弟

四进贫困村当书记

第三批全国森林康养基地试点单位授牌
张家界老道湾度假景区获殊荣

湖南日报评论员

在全省争分夺秒、 扎实有序推进监察
体制改革的鼓点里， 我省第一个监察委员
会———洪江市监察委员会正式挂牌运行。
洪江市先行一步，可喜可贺。

“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深
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
统一领导作出的重大决策， 是事关全局的
重大政治改革， 对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斗争，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挂牌即开局，任重而道远。洪江市监察
委员会的诞生， 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
步，必须继续坚持不懈怠、不松劲、不停步、
再出发。就如同行军打仗，排兵布阵之后，
要真正形成战斗力， 新成立的监察委员会
要切实做到“三个新”。

认真履职担当好新使命。 新的监察委
要切实担当起新的历史使命。要做到“三个
忠诚”：对建设风清气正政治生态的完全忠
诚，对国家法纪的完全忠诚，对所有公职人
员政治生命爱护的完全忠诚。要做到“四个
当好”： 当好党和人民利益的忠诚卫士，当
好党政政治生态的清道夫， 当好公职人员
政治生命的守护神， 当好惩治腐败的先锋
剑。

锻造铁军确保有新作为 。 新的监察
委整合了行政监察 、 预防腐败和检察机
关查处贪污贿赂 、 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
务犯罪等工作力量 ，监察的力量加强了 ，

监察对象的范围扩大了 。 要始终对权力
心存敬畏 ， 牢牢树立依法用权 、 谨慎用
权 、 廉洁用权意识 。 要不断加强政治建
设 、思想建设 、制度建设 ，强化自我监督 ，
锻造一支忠诚 、干净 、担当的铁军 ，使各
项工作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 。

形成合力力求有新气象。新机构、新机
制在运行过程中， 很可能会出现一些新情
况、新问题，必须及时研究加以解决的新办
法、新措施。要继续主动找转隶人员和涉改
人员谈话、 谈心， 确保思想政治工作长流
水、不断线，引导大家尽快进入新角色、适
应新岗位，形成心齐、气顺、劲足的干事创
业好氛围、新气象，使改革形成强大反腐合
力，真正实现“1+1＞2”的预期成效。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推进监察体制
改革过程中，洪江市已经迈出了步子，趟出
了路子，做出了样子，开了一个好局，带了
一个好头，进行了诸多有益尝试和探索。其
经验有许多可复制、可推广，全省各地要认
真学习，加以借鉴，取人之长，为我所用，把
工作谋划得更精、更深、更实，把改革的答
卷做得更合格、更优秀、更出彩。

鼓点声声催人急，开弓没有回头箭。全
省监察体制改革要求高、时间紧、任务重。
面对这项重大政治改革， 我们一刻也不能
松懈，一刻也不能耽误。全省各地一定要切
实提高政治站位，加强“四个意识”，严格按
照中央提出的指导思想、 目标任务和基本
要求，精准对接，精心施工，挂图作战，昼夜
兼程，确保如期如质完成任务，确保改革在
三湘大地落地生根。

挂牌即开局，任重而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