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秀美洞庭
同心守护

5月10日， 岳阳市
东洞庭湖街河口码头，
小学生志愿者沿湖清
理垃圾。当天，岳阳市
岳阳楼区吕仙亭街道
联合多部门启动“水净
洞庭，同心守护”公益
行动， 通过千人签名、
环保行等活动，引导市
民关注、 投身环保，共
护母亲湖。

湖南日报记者
徐典波 摄

� � � � 湖南日报5月10日讯 （记者 张
斌 通讯员 衡纪轩）近日，衡阳市纪
委通报5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典型案例。

衡阳县正县级干部、 县总工会
原主席赵国运违规收受红包礼金问
题。2008年至2017年， 赵国运在衡
阳县人大、总工会任职期间，先后违
规收受下属单位及相关人员礼金总
计2.75万元。此外，赵国运还存在其
他违纪问题。 赵国运受到党内严重
警告处分，违纪所得已追缴。

衡山县财政局原正科级干部
彭鸿飞违规收受红包礼金问题。
2011年至2016年， 彭鸿飞在任衡
山县财政局副局长期间，违规收受

天华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和县林化
厂赠送的红包礼金共计1.6万元。
彭鸿飞受党内警告处分，违纪所得
已追缴。

南岳区环境保护局原党组成员、
副局长蒋韶荣违规领取补助、违规收
受回扣等问题。2014年至2015年，蒋
韶荣任南岳区环境保护局副局长期
间，违规领取南岳区休闲观光园项目
部补助共计7000元。违规收受湖南永
清环保集团业务回扣费共计9000元。
蒋韶荣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违纪所得
已追缴。

耒阳市第六中学原校长罗平古
违规审批同意使用公款购买烟酒、违
规收取学生补课生活费用于发放工

作补助等问题。2013年至2016年，罗
平古在任耒阳市第六中学校长期间，
违规审批同意使用公款购买烟酒及
其他服务用于公务接待共计10738
元。违规审批同意学校教务处收取学
生补课生活费并用于发放工作补助
共计48030元。此外，罗平古还存在
其他违纪问题。罗平古受到党内警告
处分，违纪所得已追缴。

常宁市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
管理局原党组成员、 副局长周发伟
违规操办乔迁宴问题。2018年1月
26日， 周发伟在帝煌大酒店违规操
办乔迁宴， 邀请并收受非亲戚人员
礼金8400元。周发伟受到党内警告
处分，违纪所得已退还。

� � � � 湖南日报5月10日讯（记者 张斌
通讯员 田鸿 ）“牛牯坪乡原国土所
所长曹某某以家属名义骗取、 套取
国家林业扶贫惠农补贴， 给予降低
岗位等级处分，原林业站站长彭某某
未认真履职，给予党内警告处分。”近
日， 芷江侗族自治县纪委监委通报
了1起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典
型案例。

今年来，芷江侗族自治县纪委监

委把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
治理作为重点，大力开展脱贫攻坚作
风建设年“六查六看”专项行动，创新
联合办案、交叉办案、一体化办案等
方式方法，严肃查处脱贫攻坚中“混
世魔王”、浑水摸鱼、浑浑噩噩“三混”
式干部。“混世魔王”式干部，即不知
敬畏、不讲法纪，甚至充当黑恶势力
的“保护伞”；浑水摸鱼式干部，即优亲
厚友、假公济私，时常损害群众利益；

浑浑噩噩式干部，即满足于按部就班，
安于现状，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期间，该县坚持把解决问题贯彻
始终， 积极开展社会评价进村社、进
校园、进企业、进社会组织“四进”活
动，利用县长信箱、网络问政、政风行
风“为民热线”，以及“三湘e监督”“廉
政芷江”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引导群
众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监督和评价
干部作风。按照见人、见事、见单位、

见结果的“四见”原则，各级党组织、
纪检监察组织认真制订问题清单、任
务清单、责任清单、成效清单，切实抓
好问题整改落实，举一反三，建立长
效机制。对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
专项治理推进不力、走过场、问题频
发、查处问题不认真、责任处理不到
位的，严肃追究党组织、纪检监察组
织负责人责任。

今年以来，该县已就扶贫领域腐
败和作风问题立案48件，处理96人，
上缴财政资金40余万元， 退还群众
资金30余万元，通报典型案例25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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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在三湘

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谢璐

5月初，双峰县甘棠镇祠堂湾村
党支部书记刘进晚组织村民在村广
场上召开芍药花节碰头会， 鼓励村
民积极当志愿者。 熟悉地形的去引
导交通，勤快的来保洁，普通话讲得
好的可以当导游。

眼下， 正是甘棠镇祠堂湾村芍
药花盛开之时，天气好时，每天都有
两三千人赶来赏花， 周末更是达到
了4000余人次。为了让游客玩得舒
心，刘进晚组织了一支志愿服务队，
队员们或开家庭餐馆, 或卖土特产,
或做交通疏导员。一个礼拜来，祠堂
湾村共接待了 2万人次的游客 。
“50%的游客会选择在这里消费，按
人均20元钱来算，每天祠堂湾村就
有几万元的收入。”刘进晚说。

2015年，在联村工作组和驻村

帮扶工作队的引导下， 祠堂湾村的
村民特别是87户贫困户282贫困群
众全部参与或托管种植了芍药320
亩。芍药种植3年后根茎可入药，5年
后药性最好，一亩最低可挖4000公
斤， 按目前市场上每公斤5元的收
购价来算，一亩收入2万元。目前，
祠堂湾村周边的丰稼、四方、苏林、
凤凰、 桃林等5个村的584户1910
名贫困人口都参与种植了芍药、牡
丹、百合、玄参、玉竹、射干等中药
材2700亩。

为解决中药材、经果林等长达3
年到5年的生长期间贫困户的收入，
双峰县紧抓“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机
遇， 将产业扶贫和旅游扶贫有机结
合， 利用连片规模种植的芍药、牡
丹、油菜花、菊花等 ,建设生态旅游
观光带，以节造势、以势促游、以游
招商， 为近万名贫困人口增收300
多万元。

湖南日报5月10日讯（记者 王
晴 通讯员 王琼 彭与福）“搭帮国
家的政策好， 我看病总费用10万
元， 自己只花了不到4000元！”近
日，岳阳市君山区许市镇洪水港村4
组的丁强正在抢抓时间进行春耕。

今年31岁的丁强，是典型的因
病致贫贫困户。没有一技之长的他，
本来就家庭负担重，父母年逾花甲，
奶奶年迈体弱， 一家人的重担全在
他一个人的肩上。 而命运却似乎对
他格外无情。2012年， 他被确诊为
肺结核病， 一年后转为耐药性肺结
核， 后转院至省胸
科医院。 经过10个
月的治疗，2014年
底基本痊愈， 但在
2017年7月却病情
复发， 不得不再度
住院。

“当时觉得，这
辈子只怕完了。”丁
强借遍了亲戚朋
友， 可医疗费还差

一大截。这时，他的情况引起了君山
区相关部门的关注。 卫计部门不仅
将他纳入健康扶贫对象， 还上门慰
问帮扶，为他争取各项救助政策。

为深入贯彻中央、省、市关于健
康扶贫工作的系列部署， 君山区大
力宣传健康扶贫政策， 对全区有贫
困人口的76个村实行义诊服务全
覆盖， 切实打通健康扶贫政策落实
“最后一公里”， 为贫困人口脱贫提
供健康保障。

如今，丁强的病情稳定，能够开
展正常的生产。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黄婷婷

湖南是我国南方重要林区，全省
“七山一水二分田”。

过去， 林区老百姓靠山吃山，烧
柴做饭、砍树卖钱，日子过得颇为滋
润。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林区被
时代的列车越甩越远———如今全省
60%的贫困人口分布在山区林区。

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思想指引下，湖南趟出一条不砍树也
能让山里百姓挣钱的新路子，助力林
区脱贫奔小康。

贫困劳力当上护林员
5月初，常宁市弥泉乡双河村的张

国新收到了2017年度的工资6684元。
他是2014年建档立卡的贫困

户，去年成为天堂山国家森林公园的
护林防火队员之后，张国新告别了外
出打零工的日子，每天到山上进行巡

视，及时报告火情，制止破坏森林资
源的偷砍盗伐等行为。张国新对这份
“差事”十分满意。

张国新告诉记者，常宁市林业局
为护林防火队员购买了保险，解决了
他们因病返贫的后顾之忧。

我省通过购买劳务的方式，选择
能胜任野外巡护工作的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 就地转岗为生态护林员，实
现“一人护林，全家脱贫”。

省林业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全
省像张国新这样的生态护林员达
14845人， 带动约4.8万人实现稳定
脱贫。

优美环境换来高收入
从“砍树”到“看树”，从“卖山头”

到“卖生态”，从“卖木材”到“卖景
观”……林区“原始”的生态价值被
人们重新认识。

宁远县森林覆盖率达69%以上，

截至2017年底，全县游客量、旅游收
入同比分别增长30%、18%。

郴州市林业局的负责人介绍，郴
州目前有九龙江、莽山等国家森林公
园8个， 五盖山省级森林公园1个。
2017年， 郴州市的森林公园共接待
游客突破60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
收入达30多亿元。

目前， 全省森林公园所在地的
1000多个村，有近200万村民受益于
森林旅游，实现脱贫和增收致富。

依托林区良好的生态环境，林区
居民进行林下养殖也有天然的优势，
省林业厅已经在贫困县推荐认定了
22个国家级林下经济及绿色特色产
业示范基地。

荒山野岭变成聚宝盆
找准林区特色， 精准发展产业，

是在“一团乱麻”中“找出线头”，我省
林区的“线头”便是油茶。

湖南是全国油茶第一大省，全省
51个贫困县都是油茶种植区， 目前
油茶面积超过800万亩。

走进宁远县太平镇万亩油茶脱
贫示范基地，12000亩油茶林绿意盎
然， 蔚为壮观， 其中8000余亩已挂
果。当地村民穿梭其间，正在对油茶
树枝进行修剪。

2017年， 省林业厅积极将茶油
打造成千亿级产业，共向深度贫困县
投入油茶产业资金10450万元，并支
持贫困县开展油茶地方品牌建设，推
进油茶产业“三品一标”认证，建设和
认证一批油茶无公害产品、 绿色食
品、有机农产品生产基地。

除油茶外，我省广大林区依据自
身特色，发展出花卉、南竹、中草药等
各类富民产业。安仁县洋际乡茅坪村
的“神农百草园”将枳壳树、栀子树和
黄精等一百多种中草药材混合“套
种”在一起，经济效益明显。

经济视野 不砍树的挣钱经

衡阳：利剑频出鞘 斩向违规敛财黑手

芷江：“四进”“四见” 严惩“三混”式干部

� � � �湖南日报5月10日讯（记者 何
淼玲 通讯员 向海峰 付冰） 今天，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雨花区人
民法院，仅用3个小时就对被执行人
长沙市日晟酒店有限公司所租赁的
潇湘大厦裙楼1至4层进行强制腾
退， 将房屋交付申请执行人潇湘电
影集团有限公司。

雨花区人民法院出动10台执
行车辆、100余名执行人员，长沙中
院出动1台执行指挥车、20余名执
行人员，于上午8时30分到达现场，
开始进行强制腾房。 长沙中院党组
成员、 执行局局长范登峰坐镇市中
院执行指挥中心现场指挥。

2017年5月23日， 雨花区人民
法院判决原告潇湘电影集团有限公
司与被告长沙市日晟酒店有限公司
签订的《物业租赁合同》解除，判令
长沙市日晟酒店有限公司从所租赁
的长沙市韶山中路1号潇湘大厦裙
楼1至4层中搬出并腾空房屋交付
给潇湘电影集团有限公司。 长沙市
日晟酒店有限公司不服上述判决，

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长沙中院维持一审判决。

在该案执行过程中， 雨花区人
民法院依法向被执行人长沙市日晟
酒店有限公司送达执行通知书，责
令其在法院规定的期限内从所租赁
的潇湘大厦裙楼1至4层中搬出并
腾空房屋交付给申请执行人潇湘电
影集团有限公司， 但长沙市日晟酒
店有限公司一直未履行。 由于长沙
市日晟酒店有限公司已将该经营场
所转租给170余名经营户， 为顺利
执行，法院通过做前期工作，绝大部
分经营户已自动搬离，尚有38户经
营户不同意搬离。

在上午的强制腾退现场， 公证
人员到场进行应搬财物登记公证。
雨花区委坚决支持法院执行工作，
要求公安、消防、街道等部门积极配
合，各司其职，保证执行现场秩序。
由于准备充分，措施得力，到上午11
时30分，4层经营场所全部腾空，由
法院将房屋交付申请执行人潇湘电
影集团有限公司。“献血接送专车”

非法营运被查
衡阳高速交警约谈

72家运输企业
湖南日报5月10日讯 （记者 李

国斌 通讯员 向涛）今年以来，衡阳
高速交警通过排查，统计出经常在辖
区通行的“两客一危”（公路客运、旅
游客运运输，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
有6568台，1月至4月共查处“客危车
辆”交通违法1177起，其中查获了一
起打着“献血接送专车”招牌进行非
法营运的案件。为了加强源头管控，
5月9日， 衡阳高速交警联合相关部
门约谈了来自全国各地的72家运输
企业。

近日，湖南省高速公路警察局衡
阳支队蒸湘大队民警在岳临高速
293KM往北巡逻时，发现港湾内停
有一台桂C牌照的客车， 车上悬挂
着献血接送专车的牌子， 民警调查
却发现该车是在营运。 由于该车没
有线路运输牌，没有运输证，灭火器
已过期，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交警
当即扣押了该车并将所有乘客转
运， 随后联系公路运输部门对其进
行联合处罚。

衡阳高速交警介绍，目前“客危
车辆”主要存在超员、超速、违规上下
客、凌晨2时至5时闯禁、无证运输、
不按规定路线行驶等重点交通违法
行为。衡阳高速交警在加强路面管控
的同时，及时约谈运输企业，尽全力
管好“两客一危”车辆。对于约谈过的
危化品运输企业及客运企业，如没有
按要求整改，交警部门将把相关违法
情况以及事故情况通报给车辆所在
地的交警、安监、运管等地方职能部
门进行监管。

3小时强制腾退裙楼
长沙两级法院联动效果好

芍药花盛开引游人

扶贫暖风入寒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