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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5月11日讯（记者 徐荣 通
讯员 肖畅 刘沙）5月7日，立夏之后的第
一场雨，将韶山市银田镇银田村这个7平
方公里的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洗濯得娇
艳而灵动。

“这里曾经历10多年的投资空白期，
村里没变化，村民生活没奔头。近年可大
变样啦，带着项目来的企业一波接一波。
谈完这家，后面还有五六家在排队哩!”见
到银田镇党委书记彭国光时， 他正在跟
湖南粮食集团相关负责人商谈旅游项
目。谈起这些年村镇的变化，在这里工作
了6年的彭国光深有感触。

近年来，银田村以党建领航为总揽，
将美丽乡村、产业提升、全域旅游开发有
机结合，在引进培育特色支柱产业、健全

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共服务功能、提升
农村治理机制、 美化人居环境等方面持
续发力，先后被评为“湖南省美丽乡村示
范村”“全国环境整治示范村”，乡村振兴
的号子雄浑磅礴。

村环线6.4公里道路提质改造已完
成，320盏LED路灯安装到位， 全村57公
里村、 组道路硬化， 农村道路入户率达
100%；投资200多万元，打深井4口，建水
塔3座，实现全村人人喝上干净水；推进
信息进村入户工程，实现通信网络全
覆盖……这一串串数字，折射出了银
田村“颜值”的新变化。

“不仅要让村子美起来，而且还
要让村子活起来，让村民们的腰包鼓
起来!”银田村村支两委班子的响亮口

号，激活了产业发展的一池“春水”：引进
湖南粮食集团，流转土地738亩，建设稻
梦田园现代农业综合示范园； 国英生态
园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蓬勃发展， 宏发
花卉苗木等7家农民专业合作社、8个家
庭农场“点面开花”；“公司+基地+合作社
+农户” 的特色产业发展模式让村民就
业、分红两不误，实现“农村资源变资产、
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2017年，银田
村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8万元。

� � � �湖南日报5月11日讯（徐德荣 成俊峰
吕小宝 ）近日，常宁市农业局农产品检
测中心对宜阳街道一家水果店经营的
梨子等水果进行检测，查出部分产品不
合格，责令其立即下架销毁，获得在场
群众称赞。

常宁是农业大市。近年来，该市把食
品安全作为重要民生工程来抓， 成立了
由市长任组长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
作领导小组，制定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检测及专项整治方案， 从源头控制农产
品质量。2015年，该市建立起市乡村组四
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网络， 深入开展

监管执法活动，取得良好成效。去年，全
市农产品抽检平均合格率由上年98.56%
提高至99.64%。

为建好监管网络， 常宁市先后投入
200余万元，在21个乡镇共设立42个农产
品质量安全监测点， 选聘5240名蔬果抽
样送检协管员、780名村级监管员和78名
乡镇专职监管员，实行分区、包片、联点
责任制网格化管理， 统一建立农产品质
量安全档案、台账。近2年来，这张横向到
边、 纵向到底、 没有盲区的四级监管网
络， 先后检测农产品样品3.9万多个，检
测出不合格样品144个，销毁有毒有害果

蔬500余公斤，下达责令整改书91份。
同时， 常宁市大力推进乡镇农产品

监管站规范化建设， 搭建农产品质量安
全追溯管理平台， 开展农产品防伪标识
二维码身份证管理试点， 建立起农产品
“生产可记录、流向可追踪、信息可查询、
质量可追溯”全程监管新模式，实现农产
品质量安全从田间到餐桌全程监管，确
保广大群众“舌尖安全”。

常宁市多次被评为省、 衡阳市农产
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先进单位。去年，被
农业部评为首批“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
县”之一。

银田村村民去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8万元

农产品抽检平均合格率提高至99.64%

通讯员 单建华 湖南日报记者 邹仪

在希望的田野上， 卿少军靠种植韭
菜，成了2015年永州市劳动模范。

他是永州市零陵区珠山镇东湘桥村
村民， 曾常年在外打工，2014年回乡在荒
田中找到了成就感。5月6日， 记者见到了
远近闻名的“韭菜大王”卿少军。

在外打工的日子， 卿少军喜欢看电
视，特别是中央电视台农业频道，看那些

种粮大户的故事。他梦想着自己也有机会
当“大户”。

“这么好的水田，荒着真可惜。”选择
回乡，除了厌倦打工生活，卿少军更是不
忍看着村里的良田白白荒芜。“家里还是
要舒服些，而且可以为家乡做点贡献。”对
农田有着天然亲近感的卿少军在心里盘
算着，把这些田租来种粮食。几经筹划，卿
少军决心不再外出，留乡发展。

2014年6月， 他首先种植300余亩西

瓜，很快销售一空。当年10月，他又种植
350余亩油菜；次年3月，成片的油菜花开，
惹得无数游客流连忘返。“油菜一收，很快
就被订购一空，根本供不应求。”在珠山镇
党委、政府大力扶持下，他尝到了土地流
转的甜头，继续连片流转土地，方便耕作
和田间管理。

此后， 卿少军带动村民成立零陵区
祥泰种植专业合作社，吸纳30余人就业，
其中6名贫困劳动力。 为打造精品蔬菜，

2015年10月， 卿少军带动合作社种植
350多亩韭菜。谈到本行，卿少军滔滔不
绝，“像我们这么大面积的韭菜基地，在全
省都排得上号了。”2017年， 合作社360亩
韭菜销售总额达200万元， 还远销广西、
广东等地，卿少军的“韭菜大王”名声也
越来越响。

致富不忘乡里乡亲，卿少军自掏腰
包修通机耕道6000余米、 水渠4000余
米，既方便合作社长期管理，也为村民
发家致富开路。他还与温氏集团永州分
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建设两栋全自动温
控系统养猪场，每年出栏肥猪4000头以
上。

“韭菜大王”卿少军

常德多措并举
“决胜执行难”

1.1万余名“老赖”被纳入失信名单库
湖南日报5月11日讯（记者 鲁融冰 通

讯员 文左龙）昨天下午，常德市中级人民
法院召开“决胜执行难”战役专项活动新闻
发布会。会上介绍，该市目前共有1.1万余
人因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被
纳入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名单库， 他们今
后除了在出行、办证、消费等方面受限外，
其手机也将被强制订制“老赖”专属彩铃。

今年是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决战之
年。常德市多措并举，在强力执法、找准突
破、因类施策和宣传曝光方面下功夫，形成
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良好局面。并出台了

“执行联动机制成员单位职责”， 国土、住
建、房管、工商、税务等35个单位联合对“老
赖” 们的失信行为进行惩戒， 使其处处受
限、事事受损、寸步难行。

今年来， 常德市法院共执结案件3684
件，执行到位标的6.1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1.7%、41.8%；依法拘留183人、罚款14人，
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17人、判决3人。

岳阳楼区“医养结合”
照亮“最美夕阳红”
老年人健康管理率达93.9%

� � � �湖南日报5月11日讯（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晏杰芳
尹萍）“这么早就上门为我体检，辛苦了，现在的医疗政
策真好啊！”5月9日一早，岳阳市岳阳楼区老人李娭毑
握着三眼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人员的手，连
声称谢。

近年来， 岳阳楼区为让占全区总人口7.13%的老
年人老有所医、老有所养，以创建“全国健康促进项目
试点区”为契机，借力“网格化+一公里就近诊疗服务
圈”建设，补齐政策衔接、部门协调、服务能力等短板，
推进养老资源和医疗资源相结合、 生活照料和康复关
怀相结合的“医养一体化”新型养老服务模式，为全区
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护、心理咨询、康复调理、保健医疗
为一体的健康服务。

截至2017年底，该区完成了三眼桥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医养结合试点一期工程， 开通了岳阳楼区人
民医院和16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卫生院）老年人优
先挂号、优先就医等便民服务“绿色通道”，为5.6万余
名老年人建立了健康档案并签订家庭医生服务协议，
每年为3.3万多名老年人进行免费健康体检，老年人健
康管理率达93.9%。

沅江拆除网箱
35万平方米

湖南日报5月11日讯（通讯员 廖文 记者
龚柏威）今日，在沅江市胭脂湖街道白沙长
河麦子潭水域， 一些渔民把网箱从水中拉
起，用镰刀砍断插在水中的竹篙，把网子收
起运走。

今年， 沅江市进一步开展污染防治暨
洞庭湖生态环境专项整治， 要求全市天然
水域非法养殖网箱设施必须全部拆除。“网
箱养鱼在白沙长河水域已存在多年， 但网
箱里的鱼类排泄物、 残饵等严重影响生态
环境。”渔业技术人员说，胭脂湖街道白沙
长河水域共有网箱35万平方米， 涉及杨梅
山村55户渔民，养殖鱼类27万多公斤。

目前，胭脂湖街道组织50余人，每天开
展网箱拆除工作，其中20余人负责起鱼，近
30人分成4个小组专门在湖中负责拆网。到
5月底，将完成35万平方米网箱拆除任务。

“谢谢您，法官阿姨”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李红艳 王娟

“谢谢您， 法官阿姨， 我一定好好学
习。”5月11日一早，重新回到学校读书的新
田县石羊镇山口洞村13岁的小唐， 给县法
院法官黄静打来电话。

今年“五一”小长假前夕，黄静的扶贫
帮扶对象、 山口洞村贫困户唐保祥的二女
儿小唐为了帮家里减轻负担， 辍学去广东
东莞打工。得知消息，黄静立即打电话劝导
小唐，但没有效果。

4月29日，“五一”小长假第一天，黄静
约上法院同事刘学柏、 山口洞村支书廖道
红，前往东莞劝学。

第二天一大早，他们找到小唐，苦心劝
导。小唐却一言不发。黄静没有放弃，她从
自己的成长经历、从身边的例子谈起，继续
劝导小唐，并表示会多方努力，帮助她完成
学业。功夫不负有心人，各种顾虑消除后，
小唐终于含泪答应重新回到学校。

如今，小唐已放下思想包袱，每天认真
学习。

湖南日报记者 宁奎 通讯员 赵婷 王园园

5月8日，雨后天晴，记者驱车来到张
家界市永定区王家坪镇马头溪村，呈现在
眼前的是一幅生机盎然的水墨山水画卷。

沿马头溪溪流而下， 两里一碾坊，三
里一油坊， 一座座古朴的风雨桥霞映溪
上，一处处古朴的吊脚楼掩映在青山绿水
间。村部活动中心的广场上，文艺队伍正
排练着山歌、舞蹈，在一拨拨游客面前展

露风采。
“从前，哪有这番景象哦!”村民张雪春

告诉记者，因为交通闭塞，家家户户曾靠
农耕维持生计，经济条件落后，却也因此
保留了原生态环境和成群的吊脚楼。

转变来自于4年前。 在驻村帮扶工作
队的帮助与指导下，马头溪村决定利用自
然环境与民俗文化优势，瞄准乡村旅游精
准发力。通过4年努力，村里已建成11.7公
里环村旅游公路、11公里沿溪河堤游道、

4座跨溪大桥、2座钢索桥、1个多功能村级
旅游接待中心、6家农家客栈、1个村级文
化广场和1个大型停车场……

与此同时，“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特色
民俗村”“全国美丽宜居村庄示范村”“中
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湖南省美丽乡村
先进村”等一项项国家级、省级荣誉纷至
沓来，马头溪村一跃成为炙手可热的乡村
休闲旅游目的地。

“今年农家乐纯收入肯定会超过10万

元，过去想都不敢想。”建档立卡贫困户全
庆根利用自己房屋，开起了“马头溪农家
乐”，以“土家味”吸引海内外游客。在他的
带领下，8家农家乐相继营业，带动近50名
贫困群众在家门口就业。

搭上乡村旅游快车，建档立卡贫困户
龚安平看中餐饮对土鸡的需求，搞起了养
殖场，去年出栏土鸡3000只、土鸡蛋20万
枚，年收入近20万元。

如今的马头溪村， 以吊脚楼元素、土
家歌舞表演、民间体育竞技为核心的民族
文化产业，以千亩油菜花生态观光、沿溪
垂钓、 杨梅采摘为核心的农业休闲产业，
引得游客慕名而来，流连忘返。

怀化：出台人大代表视察办法
湖南日报5月11日讯（记者 黄巍 通讯员 赵顺涛）

日前，在怀化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通
过了《怀化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视察办法》。这是怀
化市人大常委会成立20年来，首次通过立规的方式
规范和保障人大代表依法履职的权利。据介绍，怀化
市人大常委会就代表视察办法文本起草工作， 多次
听取市人大有关委室的意见建议。 市五届人大常委
会主任会议对草案进行了两轮审议。 在4月27日召
开的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该《办法》
全票获得通过。

衡南：智慧电商产业园开建
湖南日报5月11日讯（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阳新）

昨天，中通快递（衡阳）智慧电商产业园在衡南县工
业集中区开工建设。该园占地130亩，拟投资5亿元。
项目建成后，将吸纳200家电商入驻，年吞吐能力
达2亿件快递， 预计可实现年收入2.5亿元、 创税
1500万元，成为中通快递湘南总部及结算中心。中
通快递集团投资战略部总经理王灿友介绍， 该园
落户衡南，可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对湘品出湘、出
境以及跨境产品进入、 降低当地物流产业成本将
起到较大作用。

雨花区：严格把好食品安全关
湖南日报5月11日讯（记者 王晗 通讯员 安志平）

5月10日， 记者从长沙市雨花区食品安全委员会
2018年第二次全体会上了解到，近年来，该区推行
社区“红黑榜”制度，曝光卫生条件不达标、或违规
操作的不良商家，加快建设并规范管理食药监所、
农贸市场等快检室，守护老百姓“菜篮子”安全。目
前，社区“红黑榜”制度已覆盖雨花区169个社区
（村）， 全区还建成13个高标准基层食药监所快检
室、30个农贸市场与生鲜超市快检室、76处学校食
堂快检点。

马头溪唱响山水歌乡村振兴纪实

专家团江华瑶山
调研精准扶贫

建议发展高附加值农林产业
湖南日报5月11日讯（通讯员 李荷明 记者 唐善理）

近日，由省农科院牵头，省园艺研究所、省作物研究所、
省茶叶研究所、 省水稻研究所多名技术专家组成省科
技扶贫专家服务团，来到江华瑶族自治县，调研精准扶
贫。专家服务团一行9人还应省委宣传部扶贫工作队邀
请，深入水口镇如意农村社区瑶山深处，就当地农林产
业发展把脉会诊。

如意农村社区位于江华中部，是深度贫困村、移民
村，全村有山林26744.85亩，多为公益林。境内零星种
植了橘子、板栗、猕猴桃、枇杷树、茶叶、油茶等。专家们
冒雨实地考察后， 认为这里兼具温带和亚热带气候条
件，且水土环境较好、污染少，适宜各类温带以及部分
亚热带农林作物生长；但受地形地貌限制，实际可利用
土地较少且分散，不适宜进行大规模的产业化经营。综
合各方面因素，专家们建议可通过改良作物品种、整合
土地资源、加强维护管理，发展小规模、集约化、高附加
值的农林产业。专家们还表示，今后将加强与帮扶工作
队联系沟通，尽力提供各方面技术支持，助推精准脱贫。

5月11日，蓝山县公路局清障车正对省道S216线滴水龙路段塌方石块进行清理。连日阴雨导致
蓝山县境内多条公路出现塌方现象，该县公路部门及时组织清障车进行清理，确保道路畅通。

马朝晖 唐基超 摄影报道
清障保通畅

衡阳：基层人大干部集中“充电”
湖南日报5月11日讯（记者 徐德荣 通讯员 江勇）

5月9日至11日，衡阳市组织各县（市、区）人大常委
会分管联工委的副主任及联工委主任、乡镇（街道）
人大主席团主席（工委主任） 等200余人集中培训

“充电”。 这次培训组织学习了党的十九大精神以及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法律法规和人大业务知识等。并
结合衡阳市今年3月启动的人大系统“五级带动、乡
村振兴”示范工程，指导基层人大干部充分调动各级
人大代表积极性，助力全市乡村振兴。

韶山 乡村振兴农民喜开怀

常宁 四级监管保“舌尖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