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沙老街啥模样
1月30日，展期4个月的“长沙太平街叙事展”在西牌楼社区展出。展览通过对长沙太平街相关的历史文

献、绘本、老照片、模型、影像等物件的呈现，全方位展示了太平老街的文化内涵，让参观者了解老长沙、感
受其独特魅力。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常笔林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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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孟姣燕

1月26日， 位于高寒山区的花垣县双龙村披
上了“银装”。

冒着严寒， 华天集团驻双龙村扶贫工作队
队长、 第一书记王鹤友逐户上门走访， 确认村
民都能平安、 温暖过冬。

“感谢扶贫工作队!感谢王队长！” 得知帮扶
期限将至， 村民们依依不舍地挽留， 语言朴实
却感情真切。

回到村部， 翻看自己记录了近3年的 《民情
日记》， 王鹤友五味杂陈， 更多的是不舍和期
盼。

“2015年4月8日， 阴。 今天是驻村第一天，
集团领导从长沙赶到湘西送我们驻村， 并开
展扶贫调研。 看着这里的秀山碧水， 以及热
情纯朴的村民， 我意识到自己真的‘嫁’
给双龙了……”

“2018年1月14日， 晴。 双龙村第一
届农产品博览会举行， 对我在工作队任职3
年时间而言， 算是毕业考试了。 出卷人是贫
困群众， 答卷人是我与我的队员， 标准
答案是群众收入增加、 幸福感提升。”

双龙村村委会主任施长兴说，王队
长安心苗寨、真心扶贫，交出了一
张村民满意的成绩单。

双龙村，是纯苗族村寨，全
村779人， 建档立卡贫困户
240人。

进村后， 通过1个多月
走访， 王鹤友和扶贫工
作队员一边摸家底， 一
边做村民的思想工作，
发动村民发展种植、 养
殖产业。

王鹤友结合后盾单
位华天集团的资源优势，
提出了“农业订单” 扶
贫模式。

渐渐地， 村民从开
始担心销路转变为积极发展
生产， 目前全村230亩冬桃、
200亩蔬菜已成规模， 养殖业发
展迅速。

村民施应珍告诉记者， 通过王队长联系，
华天集团订单收购了他家两亩多的红菜薹， 仅

这一项每年就收入2000多元。
今年1月， 双龙村农产品

博览会上， 35户村民的农产品
销售一空， 当天交易额3.5万

元。 3年来， 华天集团来双龙村上门收购农产品
累计达32.6万元。

然而， 扶贫工作期限到后， 订单农
业可否持续， 成为王鹤友的心病。

作为扶贫工作队坚强后盾， 华天集
团用实际行动打消了他的顾虑。

2017年9月， 华天集团与花垣县就打
造“订单农业” 升级版达成
共识。 华天集团与花垣县本
土企业德农牧业开展合作，
由该公司统一收购包括双龙
村在内的全县贫困村的农产

品， 再销售到华天集
团， 确保了双龙村的产
业发展有长期稳定销
路。

特色农业产业红红
火火， 双龙村的乡村旅
游也已见雏形。

“村里水、 电、 路、
房、 网都修好了， 村民
生活环境得到极大改

善。” 村委会主任施长兴介绍，
王鹤友发现双龙村生态植被、

传统文化保存良好， 旅游资源丰
富。 于是， 这几年来他走省城、 跑

项目、 筹资金， 完善旅游基础设施。 因
劳碌奔波， 身体瘦了好几斤。

“险峻羊肠小道， 一路藤绊刺扎，
脚手布满血印， 但终于用步测的方式，
量出了通往十八洞村待建游步道的路程，

心里踏实多了。” 这是王鹤友2016年4月22日的
一则日记。

双龙村与十八洞村是“邻居”， 王鹤友经过
调查， 决定和十八洞村“抱团” 发展。 目前，
华天集团投资300万元建设了村寨门头、 停车
场、 产业路等， 并在双龙村与十八洞村之间建
成一条2800多米的“连心” 游步道， 直通十八
洞村梨子寨， 沿途修建了观光凉亭、 小桥、 旅
游标牌和卫生设施， 并将借助资源优势指导双
龙村深度开发乡村旅游。

春华秋实。 自华天集团2015年4月派王鹤友
担任扶贫工作队队长驻村帮扶以来， 双龙村发
生了实实在在的变化。 全村人均纯收入由2014
年的2100元提升到2017年的4200元。 2016年，
双龙村提前实现贫困户全部脱贫， 整村脱贫
“摘帽”， 并获得“全省脱贫攻坚示范村” 等荣
誉称号。

通讯员 唐世日 湖南日报记者 左丹

【名片】
向妙 ， 1993年出生 ， 张家界市

人。 2015年9月， 考入江华瑶族自治
县码市镇黄石完全小学担任特岗教
师 ， 先后获镇 、 县优秀管理员和教
学能手及荣誉教学比武一等奖。

【故事】
2018年1月中旬， 翻越一山又一

山， 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 穿过云
雾笼罩的大山， 从江华瑶族自治县
县城出发颠簸4个多小时后， 记者来
到了镶嵌在大山谷里、 距离县城140
公里的码市镇黄石完全小学， 采访
这位阳光开朗的向妙老师。

“一个人和一座城市是有缘分
的， 有些地方再美， 也没有归属感。
我注定与江华瑶山里的孩子们有缘，
我愿是一股山泉浸透滋润这里的孩
子……” 这是向妙写给自己的一段
话。

向妙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张家界
妹子。 大学毕业后， 在广东省阳江
市一所学校担任教师， 月薪6000多
元。 正当别人向往大城市安逸而高
薪的生活时， 2015年9月， 向妙却放
弃城市生活， 考到了江华最偏远的
码市镇黄石完全小学任教。 面对别
人的不理解， 她却宛然一笑： “这
就是缘分的奇妙。”

“向老师，四年级是很有‘名气’
的调皮班级。 ”刚到学校，向妙接手担
任四年级的班主任，一位老教师悄悄
告诉她，但向妙却信心十足。

“亲其师而信其道”。 第一次与
孩子们见面后， 向妙暗下决心， 一
定要和他们成为朋友。

经过观察发现， 班上唐瑛琦同
学颇有号召力。 如何让唐瑛琦带动
班级调皮孩子也遵守纪律？ 向妙找
了个机会让他留下背书,唐瑛琦磕磕
绊绊地背完。 临走时， 向妙特意把
雨伞递给他， 唐瑛琦竟说了句：“谢
谢， 但我不要。 这点雨， 不怕！” 慢
慢地， 唐瑛琦变了， 变得会关心帮
助他人了， 并带头遵守纪律了。

走进教室， 向妙正给一名叫罗
江湖的孩子倒冰糖雪梨熬制的茶，
并嘱咐他小心别烫着。 “大山里早晚
温差大， 气候潮湿， 难免会有一些孩
子着凉感冒、 咳嗽、 上火， 为了让孩
子们学习安心， 就学会了熬制降火、
止咳茶和煮冰糖雪梨。” 向妙告诉笔
者， “他们大多是留守孩子， 离家
远， 学校离镇卫生院有20多公里山
路， 孩子们就医非常不方便， 所以就
想用这些帮他们预防或治疗。”

向妙担任了学校少先队辅导员
和班主任， 还教3个班的英语。 为了
把书教好， 向妙向老教师虚心求教，
参加国培、 计算机培训、 送教下乡、
英语教师专业等培训。

2017年6月， 向妙考取了三级心
理咨询师， 更忙了。 向妙充分运用所
学的心理咨询知识着手对心理有小
问题的孩子进行心理疏导。 学生小
贵雄， 是一位单亲孩子， 母亲因嫌弃
地方偏远和家庭贫困离家出走， 长
期下来心理产生不安全感， 与同学
交往中易怒， 有暴力倾向。 向妙通过
一次次与小贵雄的交谈， 并有意让
他当小助手。 慢慢地小贵雄变了， 对
同学也信任了。

“向老师刻苦钻研教学业务和
学校管理,现在上课越来越受学生欢
迎， 在协作片课堂教学比武获得了
一等奖， 已经成为学校英语教学的
标杆。” 校长李华运说。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陈卓韬 陈斯哲

【案件通报】
“当时想反正是政府的钱，能够套取出来对

谁都没有坏处。 现在认识到，我的行为对不住群
众，对不住党，希望下届的村干部要以我为戒。”
近日， 提起当时的一念贪欲， 新田县原郑溪村
党支部书记郑某感到羞愧难当。

1月26日， 新田县纪委有关负责人介绍， 郑
某因为违反廉洁纪律受到留党察看一年处分，
并作为套取危房改造资金典型案例被通报。

【案情回顾】
“房子刚建一层我就去广东打工， 后来去

镇政府申请， 说我不符合。 我发现村支书的儿
子建了4层楼， 为什么他有， 我却没有？ 我就去
村里查， 发现他的房子是用我的房子验收的。”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反映情况的郑溪村村民愤
愤不平。

“有权就优亲厚友， 想用专项款理自家
财。” 新田县陶岭镇纪委办案人员说。

经查， 2015年5月， 在郑溪村危房改造实施
过程中， 时任郑溪村党支部书记的郑某认为利
用危改政策谋福利的机会来了。

郑某以其儿子郑某峰的名义， 虚构“家庭
住房系危房及家庭经济困难”， 向原陶岭乡人民

政府申报危房改造补助项目， 原陶岭乡政府受
理了郑某峰的危改项目补助申请。

申请之后， 郑某峰建成一栋两层约260平方
米的新楼房。

不符合重点户危房改造验收标准，怎么办？郑
某想到利用职务之便“指鹿为马”，用其他村民的
房屋来“瞒天过海”套取危改资金。

2015年12月，县、镇、村三级对危改项目进行
竣工验收，郑某在县危改办和乡政府危改工作人
员验收时， 和村委会主任郑某中带领验收人员，
到一处村民新建的楼房处拍照，告诉验收人员这
就是他儿子郑某峰新建的房屋。

“在验收的过程中我没有向其他的村民老百
姓做一个入户调查，当时也是自己图省事，相信
了两个村干部的说法。 ”陶岭镇危改办工作人员
伍某感到自责。 经县危改办验收，郑某峰成功获

得危改款2.4万元。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郑某的优亲厚友

行为，被当地群众举报。 2017年6月27日，新田县
陶岭镇纪委迅速采取行动，成立调查组，对郑某
开展调查核实。

2017年8月， 经陶岭镇纪委讨论并报镇党委
研究决定，根据2016年《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第一百三十三条、2003年《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第八十二条之规定，给予郑某留党察看
一年处分。

其他涉案人员中， 村委会主任郑某中因不
正确履职， 帮助郑某虚构验收现场， 违反工作
纪律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陶岭镇危改办工
作人员伍某、 县住建局危改办工作人员骆某，
因在审核验收郑某峰危房改造项目时履职不力，
被立案调查。

向妙：
“缘定”瑶山娃

� � � � 湖 南 日 报 1月 30日 讯 （记 者
黄 利飞 ） 作为我省唯一的区域性股
权交易市场， 湖南股权交易所有限
公司 （简称“湖南股交所”） 2010年
设立以来， 服务体系不断完善， 发
展步入快车道。

2017年， 湖南股交所新增挂牌
企业641家； 累计挂牌企业数量达
3106家， 市场规模在全国41个区域
性股权市场中排名第八。 该所服务
的企业中， 成功转板至A股的有湘油
泵、 科创信息等5家企业； 转板新三
板的企业有15家， 包括湘村高科、
株洲百货等。

市场规模持续扩大， 融资规模
亦创新高。 去年该所新增融资额

106.66亿元； 累计融资规模突破700
亿元， 位居全国同行前三。

湖南股交所总经理余春晖介绍，
湖南股交所服务对象主要是非上市
的中小微企业， 为其提供股权登记托
管、 股权融资、 股权交易、 更高层次
资本市场孵化等综合金融服务； 相较
于主板、 中小板、 创业板和新三板，
湖南股交所具有挂牌门槛低、 成本低
和融资方式灵活等优势。

目前， 该所正聚焦县域资本市场
培育。 2017年， 先后与沅陵、 湘阴
等县级人民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通过在当地设立企业挂牌上市孵化
基地或资本市场服务中心， 帮助县域
企业对接资本市场和做大做强。

湖南股交所挂牌企业

突破3000家
累计融资规模位居全国前三

� � � �湖南日报1月30日讯（记者 王文
通讯员 章文正） 记者从今天召开的
浏阳经开区2018年经济工作会议了
解到，今年，浏阳经开区将铺排重点
项目41个，协议引资200亿元以上，园
区将实现规模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
12%。

会议透露， 今年， 浏阳经开区
将招大引强， 加速集聚发展动力。
将加快转换发展动能， 通过推进产
业链补链强链、 深化产业结构调整、
突出龙头企业引领、 探索投融资体
制改革、 加快科技创新突破， 持续

推进园区产业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
值升级、 从小规模向集团化升级、
从粗放型向集约型升级， 打造长沙
东部开放型经济走廊的核心增长极；
在增强产业新城能级方面， 努力实
现从产城分离向产城融合升级、 从
园镇“分割” 向园镇融合升级、 从
封闭发展向都市融城升级。

长沙市委常委、 浏阳市委书记、
浏阳经开区党工委第一书记黎春秋
表示， 浏阳经开区要追求发展高质
量， 增强园区综合竞争力， 致力打
造全国一流现代化产业新城。

浏阳经开区

今年铺排重点项目41个
协议引资200亿元以上

� � � �湖南日报1月30日讯 （记者 张斌
通讯员 甘艳 ）长沙市纪委、市监委
今天发布消息， 湖南湘江新区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招标法务部部长胡钧
策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
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并被采取留
置措施。

胡钧策，男，汉族，1974年10月出
生， 湖南长沙人，1997年7月参加工

作，1997年4月入党，本科学历，工学
学士。 历任中国轻工业长沙工程公司
结构专业负责人、公路部副部长，湖南
省宏尚土木工程检测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长沙先导土地开发建设有限公
司招标采购部副经理，湖南湘江新区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招标法务部副经
理。 2016年11月任湖南湘江新区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招标法务部部长。

长沙一干部被采取留置措施

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危改验收岂能“指鹿为马”

新田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
汤小兵

费尽心思，自导一出“指鹿为马”的丑剧，
本想“瞒天过海”，结果“作茧自缚”。在惠农资

金的监督中 ，我们要聚焦制度设计 ，切实堵
塞漏洞，要强化监督管理，确保专款专用，要
加强警示教育，筑牢自律防线。同时，以“零容
忍”的态度，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曝光一起，
确保各项惠农资金专款专用、落实不走样。

向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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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南 日 报 1月 30日 讯 （记 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何顺）“要不是你们
冒着生命危险把煤气罐转移出来，后
果不堪设想！ ”1月30日一大早，祁阳
县黄泥塘镇唐家岭村村民唐小毛来
到该县公安局黄泥塘派出所，握着民
警的手连声道谢。

1月27日18时许， 黄泥塘派出所
接到报警称，该镇唐家岭村唐小毛家
的住房起火，急需救援。 唐家岭村离
县城60公里，居民集中居住，县消防
大队一时赶不过来。 接警后，值班副
所长谭伟迅速带领辅警唐志等人赶
到事发现场，只见火势迅猛，一时难
以控制。 在确认无人员伤亡后，谭伟
一边组织村干部唐旭云、唐春记等灭
火，一边疏散周围群众。

就在这时，谭伟得知起火的房屋
内还有两个几天前刚好灌满气的煤
气罐，情况紧急！ 谭伟、唐志按照唐小
毛的指的路线，找到了两个煤气罐。他
们先用灭火器对煤气罐进行降温处
理，再脱下身上的棉服罩在煤气罐上，
一人抱起一个已经被火烤得滚烫的
煤气罐，迅速跑到安全地带。

在随后赶到的县消防大队官兵
支援下，大火终被扑灭。经勘查，这是
一起因电线老化引发的火灾事故。

火中抱出煤气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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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委点评】
确保惠农资金专款专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