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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罗会学

一条条村组公路平坦整洁，
一畦畦蔬菜长势喜人， 一群群高
山黑猪在地里悠闲觅食， 一拨拨
游客进村享受观光……近日，记
者走进溆浦县淘金坪乡令溪塘
村，看到一幅幅欣欣向荣的画面。

令溪塘村山高路远， 全村
3437人尚有贫困人口1175人。 长
期以来， 村民守着绿水青山过着
穷日子。“绿”与“穷”的结如何解
开？今年初，怀化市工商局扶贫工
作队驻村，确定了“绿色种养＋绿
色生态休闲游”的发展定位。

发展绿色种养业，是脱贫致富
的基础。村支两委和驻村扶贫工作
队“引老乡、回故乡、建家乡”，引回
在外成功人士舒生银，创办了溆浦
创业农贸有限公司，利用当地生态
资源发展种养业，投资打通进山公
路，建成了高山黑猪养殖基地和蔬
菜生态种植基地。

“采取‘公司+基地+农户’模

式，带领贫困群众增收。 ”舒生银
告诉记者， 贫困户土地流转有租
金，扶贫资金投入有股金，在基地
打工有薪金，有了“三金”收入，何
愁脱不了贫？

村里贫困户舒清忠说， 他家
流转土地年收入600元，用扶贫资
金入股公司可分红1800元， 在基
地打工月收入有1600多元。 一年
加起来，有2万多元收入，脱贫没
问题。

村里还成立了乡村休闲游合
作社， 将当地悠久历史的云峰寺
修葺一新，并建设农家乐，推出了
“乡村吸氧、古寺礼佛、徒步溯溪”
户外休闲游线路。 村支书戴永平
介绍，今年来，有近10万名游客前
来观光。

“扶贫要扶志与智，才能真正
摆脱贫困。 ”怀化市工商局局长吴
富金说，随了发展产业，市工商局
还多方募集资金， 开办了农民夜
校，并修建令溪塘村小学，让村民
掌握一技之长，让村里孩子获得良
好教育，从根本上斩断穷根。

� � � �湖南日报12月14日讯 (记者 余蓉 通讯员
曹爽)由湖南省教育厅、湖南省教育考试院主办的

“西部双一流高校———湖南高中” 校长论坛暨中
学校园开放日活动今日在长沙开幕。 西北工业大
学、西安交通大学等14所西部“双一流”高校的专
家，与湖南50多所中学的校长们，共同探讨新高
考改革背景下高中如何开展综合素质评价、解决
高校大类招生对中学生专业和学科选择时面临
的重点难点问题，加强高校在中学生的综合实践
学习与职业生涯规划的参与和引导等。

湖南教育考试招生联盟发起人、 长沙理工
大学田双喜副教授作了《基于研学旅行平台的
生涯衔接教育机制探索》的主题发言，提出了构
建生涯教育共同体的新思路； 西安交通大学介

绍了高校大类招生改革对中学教育的引导；西北
工业大学介绍了高校人才培养改革对基础教育
的引领。

同时，围绕“双一流建设”高校与湖南重点高
中的有效衔接重要手段之一———研学旅行，会议
也给予了重点讨论与关注。作为湖南省教育科学
“十三五规划”课题重要参与方，亿谷科技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开发了“我要研学”省级研学微信公
众平台， 为湖南中小学生研学活动提供资讯、规
范、评价、监管和数据归档服务，效果显著。

据介绍，12月15日，西部“双一流建设”高校
专家还将到长沙市一中等10所中学开展科技产
品展示、科普讲座等活动，与中学生进行多种互
动活动。

� � � �湖南日报12月14日讯 （记者
沙兆华 通讯员 熊元丰）今天，记
者从省司法厅获悉，2017年，全
省150多万国家工作人员参加
了网上学法考试，网上学法率、
考试合格率均超过98%。

加强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
法工作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
基础性工作， 是深入推进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内
容， 是切实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的有效途径。 近年来，我省坚持
把领导干部带头学法、 模范守
法作为树立法治意识的关键 ，
始终坚持把国家工作人员特别
是领导干部的学法用法作为法
治宣传教育的重中之重， 通过

健全党委 (党组 )中心组学法制
度；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考法
制度；全面推行领导干部述法考
评制度； 建立健全依法决策、依
法行政工作制度等，来健全和完
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
不断切实提高全省国家工作人
员学法用法的自觉性，激发全省
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的积极
性，增强全省国家工作人员学法
用法的实效性，使全省国家工作
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法律素
养、法治观念、法治意识明显增
强，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管
理、依法办事的能力和水平大幅
提升， 有力推动了法治湖南建
设。

精准扶贫 在三湘

令溪塘村：
解开“绿”与“穷”的结

湖南日报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向富利 万检新 向云清

机构组建、 人员转隶、 挂牌运
行……短短20天时间， 洪江市监察委
员会就呱呱落地，成为我省第一个成立
的监察委员会。洪江市监委是怎样“立”
起来的，能给我们以何种有益启示？

“洪江启示”之一：
精准对标不跑偏

只有精准对标，才能确保改革试
点不跑偏。

在省市党委、 纪委精心指导下，
洪江市精准对标中央要求， 提前谋
划，尽早行动，下好先手棋。 洪江市按
中央、省、市有关要求，早在今年2月8
日召开的市纪委全会上，就将监察体
制改革纳入今年工作的重中之重。 今
年10月，中央发出全面推开国家监察
体制改革试点动员令后，湖南省委迅
速安排部署。 紧接着，怀化市于11月
21日召开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推
进会。 次日，洪江市即成立了改革试
点工作小组。

精准对标就是要牢固树立“四个
意识”， 提高政治站位， 强化工作责
任，把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作为改
革的“一号工程”来抓。 作为“施工队
长”，市委书记向守清6次召开专题会
议，传达省市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

推进会议精神，听取监察体制改革试
点工作情况汇报， 研究解决实际问
题， 确保改革试点精准对标不跑偏、
不走样。

要做到精准对标，就要善于学习
他人经验。 这也是洪江市改革试点工
作没走弯路的重要原因。 自去年北
京、浙江、山西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
革试点工作以来，该市密切关注改革
试点工作动向。 洪江市在市改革试点
工作小组成立之前，市委常委、市纪
委书记杨晓华曾带队赴浙江省遂昌
县、 嘉善县和山西省晋中市学习，带
回了建章立制“四个一”工作制度和
“1+4工作法”等经验。

“洪江启示”之二：
精确制图不走样

只有精确“制图”，才能确保改革
试点不走样。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
家毫在省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
点工作小组第一次会议上强调，改革
试点工作要紧密结合湖南实际。 洪江
市结合本地实际，于11月30日印发市
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实施细
则，精确制定时间表、路线图、“施工
单”，为“挂图施工”提供了依据。 该实
施细则明确，从今年11月到明年6月，
按“组织部署、机构组建准备、产生市
监察委员会、实践完善、总结评估”五

个步骤逐步实施。
为确保改革试点工作“精确制

图”， 洪江市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全
过程。 11月30日，该市出台改革试点
工作有关单位责任分工文件，明确市
委对全市改革试点工作负总责，市纪
委负专责，牵头抓总做好试点工作实
施方案的组织实施和具体落实，确保
改革顺利推进。 同时还要求各有关部
门加强协同配合，明确职责分工。 特
别注重过渡期的衔接协同配合，由市
委政法委负责协调指导司法机关做
好与市监察委员会的工作衔接，由市
人民检察院统筹做好全市检察机关
职务犯罪案件线索的移交。 由此，洪
江市构建了全市改革试点“一张图”
整体规划、“一盘棋”统筹调度、“一条
心”协同推进的工作机制，实现无缝
对接，形成强大合力。

“洪江启示”之三：
精细施工不降质

只有精细施工，才能在改革试点
工作推进中蹄疾步稳。

精确“制图”的落实落地，关键在
于紧扣时间节点，一步一个脚印地推
进。 为确保“施工质量”，洪江市牢牢
把握“精细”二字。 既抓“作业面”的整
体调度，又画好“标准线”，注重把控

“时间点”，倒排工期，争分夺秒、昼夜
兼程地推进，把每个节点落小落细落

实。 从11月22日试点工作小组成立，
到12月11日正式挂牌运行，把工期排
到了包括休息日在内的每一天。

“精细施工”的“细”，还体现在深
入细致做好转隶人员的思想政治工
作。

洪江市突出抓好转隶人员融合
这个核心。 从11月22日到28日，集中
对涉改人员全面摸底，组织对转隶人
员进行谈心谈话、家访和审档，严把
政治关和廉洁关。 严格坚持原来的员
额制检察官待遇不变的原则，让转隶
人员吃了“定心丸”。 12名转隶人员
中， 有2人任监委委员，2人任纪检监
察室负责人，2人任有关科室副主任，
余下的6人均与原纪委人员相混合搭
配，强化了“进一家门、成一家人、说
一家话、干一家事”的思想意识，为后
期深度融合打下了基础。

该市严格坚持“先转隶、人划转、
再挂牌”和“机构、职数、编制”三不增
加原则， 市监委与市纪委合署办公
后，共设有内设机构15个，纪检监察
室由4个增加到6个。

挂牌即开局。 挂牌当天就召开市
纪委监委干部第一次培训暨动员大
会，就当前工作进行部署。 第二天，又
紧接着召开市纪委监委班子第一次
会议， 各相关办案人员立即奔赴一
线，各项工作紧锣密鼓展开，确保反
腐败力度不减、节奏不变。

20天，湖南首个监委
是这样“立”起来的

———监委诞生之“洪江启示”

全省150多万国家工作人员
参加学法考试
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日趋完善

�“西部双一流高校———湖南高中”
校长论坛在长召开

汉字书写应规范
近日， 记者在长沙一些地方看到， 部

分招牌和标识汉字书写不规范。 比如长沙
县浔龙河小镇， 好呷街街口的招牌“好”
字少了一笔 （图左）。 梅溪湖节庆路东侧一
地面停车标识， “停” 字也少了一笔 （图
右）。 公共场所用字不规范， 既对公众产生
误导,也影响城市形象。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图片说事

� � � � 湖南日报12月14日讯 （通讯
员 田明时 陈智勇 记者 肖洋
桂）今天上午，汉寿县坡头镇全护
村“邮掌柜”邱翠英通过网络，将
10户贫困村民的酸豆角、 土鸡等
20多种农特产品销往北上广等
地，销售额达5万多元。

汉寿县紧抓“互联网+” 机
遇， 以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
县建设为抓手， 推动电商与精准
扶贫深度融合。 今年来， 在30多
个贫困村优先建起了电商服务
站， 并免费培训贫困户电商创业
人员100多人。 县邮政分公司还

长期派出3个电商扶贫工作组，
为200多个村电商服务站提供技
术指导， 以“电商龙头企业+合
作社+贫困户” 模式， 建立了甲
鱼、 玉臂藕、 油茶、 土鸡等多个
农产品基地。 龙潭桥镇浏浃河村
贫困户朱贵明通过培训， 成为村
里的“邮掌柜”， 她用所学知识
帮其他贫困户销售农特产品， 已
为贫困户增收4.8万多元。

今年来， 汉寿县农产品网上
交易额达2.1亿元， 带动2600多
名贫困村民就业， 为贫困户增收
3800万元。

汉寿：
电商精准扶贫见实效
今年来为贫困户增收380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