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湖南日报6月18日讯 (通讯员
刘玲 记者 龚柏威) 近日，沅江市
纪委监委通报了5起扶贫领域作风
问题典型案例。

今年来，沅江市重拳出击整治
扶贫领域作风问题， 出台了相关
工作方案、 监督举措， 构筑起市
乡村三级联动监督机制， 紧盯重
点领域、重点部门、重点地区，全面
检查扶贫领域政策、项目、 资金等
落实情况。 同时， 拓宽扶贫领域

腐败和作风问题信访举报渠道，
设立24小时举报电话， 推广和使
用“互联网+监督” 平台。 并建立
扶贫领域信访问题分类台账，实行
专人负责、专项登记，做到底数清、
数字准、情况明，及时发现问题、督
查整改，从严从快查处违纪违规问
题， 倒逼广大党员干部履职尽责。
目前，该市共有18名党员干部被立
案，15人被问责，5家单位负责人因
扶贫工作不力被约谈。

沅江整治扶贫领域作风问题
18名党员干部被立案，15人被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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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 6月 18日讯 （记 者
李 秉钧 通讯员 张前宝 郭兰胜）6
月14日，桂东县工业集中区，新建成
的3栋“脱贫工厂”内外装修已完成，
绿化等基础配套设施也已竣工。 据
悉，这一由中国中铁捐资援建的“脱
贫工厂”， 可吸纳易地扶贫搬迁群众
1600多人就业。 就地建设“脱贫工
厂”，是桂东就业岗位“造血”贫困户
的又一举措。

为加大就业帮扶力度，桂东提出
“确保有劳动力的贫困家庭至少有一
人充分就业”，用就业岗位“造血”贫
困户。为此，县里采取技能培训、劳务

输出、创业带动等方式，多渠道、多形
式、多种类地帮助贫困户实现就业脱
贫。 该县通过统筹县内城乡保安维
稳、卫生保洁、森林管护等公益性岗
位，2年来共安置贫困人口就业4193
人。

同时， 该县与中铁等大型企业
建立劳务合作关系， 通过劳务输出
每年解决1000个以上贫困劳动力就
业。 并在县内打造就业“扶贫车间”
17家， 鼓励、 引导县内企业招用贫
困家庭劳动力， 对首次招用贫困户
劳动力的企业， 县财政按每人每月
600元标准给予初级工培训补贴，

连续补贴半年。 去年来， 全县各企
业招用贫困劳动力890人。 对积极
带动贫困户创业就业的初创小微企
业、 个体工商户的创业经营场所，
在租金和一次性开办费上， 县里也
给予补贴。

此外， 桂东用“请进来” “走
下去” 方式， 邀请专家教授把就业
技能培训班办到乡村一线，
免费帮助贫困劳动力掌握
一门以上生产技能。 今年，
全县除组织钢筋工、 烹饪、
育婴师、 机械操作、 农业
实用技术等各类培训15期

外， 还把养蜂、 烹饪、 朝天椒种植
等实用技术培训， 覆盖到全县所有
行政村。 同时， 积极为贫困劳动力
提供各类就业创业服务，“百企帮百
村、就业促扶贫” “春风行动暨精准
扶贫劳务协作招聘会” 等专场招聘
会， 就提供岗位近万个， 促成3000
多人就业。

� � � � 湖南日报 6月 18日讯 （记 者
严万达 通讯员 李先志）“干部来得
勤，我们脱贫有信心！ ”近日，蓝山县
祠堂圩镇老婆源村76岁的詹孝清告
诉记者， 在驻村扶贫干部帮扶下，家
里收入来源多了，自己还成了易地扶
贫搬迁户，很快就能住进县城里的新
家。这是蓝山县推动驻村干部作风大
转变的结果。

以前有一段时间，蓝山县一些干
部“驻村”不“住村”，难以把主要精力

放在村里， 驻村扶贫效果打了折扣。
近年来， 该县强化驻村干部管理，推
行“2468”干部住村工作制度，即要
求县处级干部每月住村2天、 正科级
干部4天、乡镇党委书记6天、乡镇干
部8天。同时，要求驻村干部结合脱贫
攻坚，开展系列走访活动，广泛听取
意见、了解真实情况，多为群众办实
事、办好事。

为严明干部驻村工作纪律， 县里
念好督查“紧箍咒”，组织联合督查组，

定期不定期对驻村干部到岗到位及工
作开展情况进行督查， 将督查情况在
全县通报， 并纳入个人和所在单位年
终绩效考核， 作为干部选拔任用与奖
惩的重要依据，以“硬规定”加“硬执
行”确保驻村干部住得下、干得实。

新制度带来新变化。 如今，在蓝
山县， 县乡干部带着生活用品下乡，
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目前，全县
55名县级领导、1753名党员干部进
村入户，与43个贫困村、6879户贫困

户结对帮扶， 涌现了不少感人事迹。
县驻浆洞瑶族乡枫木山村扶贫工作
队队长罗绪宏常年吃住在村，在他带
领下，村里有了通村公路，建了村级
服务平台，还获得蓝山县驻东莞企业
联合党委定点帮扶， 首期16万元资
金已到位。 在驻村干部帮助下，全县
43个贫困村制定了产业发展规划，
开办“扶贫课堂”300余场次、培训群
众6000多人次， 群众脱贫动力与能
力大大增强。

高山水清
鱼儿肥

通讯员 杨亲福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近日， 在新化县奉家镇上团村江
禹山养鱼专业合作社， 负责人奉先建
早早来到鱼塘边投放草料。 他告诉记
者，这口鱼塘养活了村里20多户人，是
脱贫致富的“聚宝盆”。

上团村平均海拔在1100米以上，
农作物产量低， 加上没有其他经济来
源， 村民普遍贫困。 年轻人多外出打
工，土地大面积荒芜。 看着田土抛荒，
在外跑运输的奉先建心里不是滋味，
产生了返乡创业的念头。

为盘活村里荒地闲田，去年，奉先
建召集15户贫困户， 商讨集体创业。

“我们这里海拔高，溪水清澈，可以建
池塘用山泉水养鱼， 应该是个不错的
产业。”奉先建说。大家一合计，决定创
建江禹山养鱼专业合作社。

奉先建带头投资18万元。没有资金的
贫困户以土地或产业扶贫资金入股。合作
社共筹集资金50万元， 初始社员21户，其
中贫困户15户。短短2月内，就建好了30亩
鱼塘，引来山泉水，投放鱼苗2.2万尾。

今年，为扩大生产规模，奉先建又
召集社员讨论， 大家决定流转土地50
亩， 其中30亩种鱼草、20亩种植红心
猕猴桃。 今春种植的2500株猕猴桃，
成活率达到95%，长势喜人。 许多贫困
户与合作社签订了长期劳务合同，每
人每月工资2400元左右。 贫困户王立
祥感慨地说：“办起农业产业， 不仅解
决了土地抛荒问题，我们也有了就业、
增收和脱贫的渠道。 ”

奉先建介绍， 鱼塘平均水深3米，
蓄水量达6万立方米， 不但能增收，还
能预防洪涝灾害，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都很好。

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肖展发

双峰县杏子铺镇龙返村村民
曹时吾28年来义务照料邻居、空
巢老人胡玉英，在当地传为美谈。

近日，记者前往龙返村胡
玉英家采访时，恰好碰到曹时
吾正在为胡玉英洗脸。 谈及曹
时吾28年如一日对自己的悉
心照料， 胡玉英流下泪来，重
复着一句话：“要是没有曹时
吾照顾我， 我早已不在人世
了。 ”

胡玉英今年86岁，自幼双
目失明，成家后又不讨丈夫喜
爱， 只育有一女。 女儿也早早
嫁人， 很少回家。 双目失明的
她孤单无助，常常是饥一顿饱

一顿， 满身污垢。 看到胡玉英
身患残疾，家庭不幸，非亲非故
的好心邻居曹时吾从1990年
起便主动关心胡玉英，经常抽
空到她家，帮她做饭、洗衣洗被
褥、 搞卫生、 代买生活物资。
2013年， 胡玉英丈夫撒手西
去，胡玉英成了一名空巢残疾
老人， 生活更为凄凉。 曹时吾
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对她的照
料更加细心了。

“曹时吾每天都会来我家，
帮我做饭、 搞卫生， 嘘寒问暖
的，比我的亲人还亲。 ”胡玉英
有些哽咽地告诉记者，这么多
年来，曹时吾不仅为自己做饭、
洗衣、倒便桶，还经常自掏腰包
为自己买东买西。 2016年，胡
玉英被开水烫了腿，曹时吾不

仅精心照料， 还要儿子从县城
买来好药。 今年5月7日， 曹时
吾到桃花江旅游2天， 临走前，
她先帮胡玉英准备好饭菜和生
活必需品，并托人照顾，千叮咛
万嘱托才出发。

曹时吾今年73岁，老伴早年
病故， 两个儿子都在外工作，独
自一人在家。儿子和媳妇多次要
接她到县城居住，曹时吾都拒绝
了。 谈及顾虑，曹时吾说：“我去
了，谁来照顾胡玉英啊？”她的善
举感动了儿孙们。如今，儿子、儿
媳每次回家，水果、营养品都是
双份的，既有母亲的一份，还有
胡玉英的一份。曹时吾的善举也
得到了当地干群的一致好评。去
年3月， 曹时吾被双峰县妇联授
予“最美母亲”称号。

� � � �湖南日报6月18日讯 （徐德荣
唐曦 肖湘东）“不要钱、不要命、
不要官” 的彭玉麟，“不徇私情、
不搞特殊” 的罗荣桓，“大公无
私、不占毫厘”的李树一……6月
中旬， 衡阳市举行“档案里的

廉洁微故事” 教育活动汇报演
出活动， 一位位衡阳籍或曾在
衡阳任职的廉洁人物“穿越”
登台， 让500余名干部群众共
享了一场赏心悦目的廉洁文化
“大餐”。

� � � �湖南日报6月18日讯（李曼斯
鲁子君） 自4月9日灰汤镇政务服
务中心正式运营以来， 不少群众
享受到了“办事不出镇”的便捷。 6
月15日召开的宁乡市乡镇政务服
务便民化工作推进会议透露，宁

乡目前已将低保办理、农机补贴、
养老保险缴纳、 医疗保险等与群
众密切相关的424项政务服务事
项下放（延伸）至各乡镇，通过“权
力下放、窗口前移、全程代理”等
途径，实现“群众办事不出镇”。

� � � �湖南日报6月18日讯（通讯员
李华时 记者 杨军）6月14日，安
化县滔溪镇卫生院家庭医生服务
团队的医生、护士，背着医疗器械
步行5公里，来到该镇地处偏僻的
金山村开展家庭医生服务。 据了

解， 该镇贫困户家庭医生签约率
达100%。 去年以来，滔溪镇卫生
院全力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
作。全镇贫困户、低保户、五保户、
特困户1680户6800人，为家庭医
生签约重点服务对象。

蓝山 驻村干部“住村”办实事

� � � �湖南日报6月18日讯 （金慧）
今天起， 长沙正式启动了2018年
食品生产领域跨部门“双随机、一
公开”联合抽查工作，即行政部门
在市场主体的监管过程中随机抽
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
员，抽查情况及查处结果及时向社
会公开，从源头加强了食品安全监
管。

此次在食品生产领域开展跨
部门的“双随机、一公开”联合抽
查，由市工商局牵头组织，市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局、市国税局、市地
税局、市食药监局、市质监局等6个
部门联合实施， 对长沙市2017年
12月31日前注册登记的食品生产
加工企业，按照25%的比例进行抽

查。检查人员在完成联合抽查工作
后7个工作日内，按照“谁检查、谁
录入”的原则，录入长沙市商事登
记监督管理信息平台双随机抽查
系统，并向社会公示。

为确保联合抽查顺利开展，长
沙市制定了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建
立了检查对象名录库、执法检查人
员名录库； 选派了专业的执法队
伍， 全市6个部门共选派综合素质
高、专业水平过硬的执法人员30名
参加此次抽查； 规范了执法流程，
就长沙市商事登记监督管理信息
平台双随机抽查系统的操作和检
查标准、规范等业务进行了专题培
训，将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提高
监管效率，优化营商环境。

在全省率先推行跨部门联合抽查
长沙为食品安全保驾护航

湖南日报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李金山 阳新

6月17日早晨6时许， 晨曦初
露,朝霞染红东方天际。 地处湘南
腹地的衡南县云集镇车江片区白
水村党总支书记何军成起了个大
早，他头戴草帽，脚穿凉鞋，来到何
家组自家责任田里。他脱下凉鞋走
进田间，查看早稻禾苗病情治理情
况。

何军成说，每到6月中旬，早稻
抽穗期间，就会发生稻纵卷叶虫及
横枯病等水稻疾病。 前几天，县农
业部门发出稻纵卷叶虫病情警报。
最近， 村里组织农户购买阿维菌
素、阿基钾维盐等农药杀虫。 禾苗
病虫害得到有效治理。现在满垄一
片青绿,�禾苗长势喜人，预示着今
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白水村西靠十牛峰，北临湘江
水，是典型的江南鱼米之乡。 该村
辖15个村民小组，628户2788人，
现有水田面积2058亩。 何军成说，
去年该村种植水稻1800亩， 剩余
258亩稻田种植了西瓜、 香瓜、莲
藕、香菇等经济作物。

一直以来，村民种植的水稻品
种以籼优63、 特优59等常规品种
为主， 常规品种不能高产稳产，亩

产仅400公斤左右，米质口感也不
纯。

近年来， 村里积极调整水稻品
种， 大力发展优质稻。 “2014年上
半年， 村里改变常规的种植品种，
由过去的杂交水稻改种为现在的优
质有机再生稻。” 村里的种植大户
蒋保平介绍， “今年， 全村已种植
再生稻1500亩， 亩产可达650公
斤， 二次再生后每亩达200公斤以
上。” 据悉， 二次再生稻不洒农药
少施肥， 米质优良口感好， 成为市
场抢手的绿色食品。 “仅此一项，
每亩再生稻可为村民增加纯收入
2200元。 ”

水利是粮食生产的命脉。但村
里大部分库塘、 河道年久失修，农
田基础设施薄弱，对发展粮食生产
带来严重影响。

去年9月， 白水村村支两委多
方筹资30多万元， 用于山坪塘清
淤、机耕道硬化等农田水利设施建
设。 截至去年11月底，该村新增山
坪塘蓄水容积5万立方米， 维护机
耕道4000米。

“金碗银碗,不如捧个饭碗。 ”
何军成说，白水村村民一定不会忘
记前不久李克强总理来村里调研
时的嘱托，一定把饭碗牢牢端在自
己手中。

“金碗银碗,不如捧个饭碗”

老百姓的故事

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 � � � 6月18日， 湘潭窑湾历史文化旅游街区。 方阳 摄

新闻集装

衡阳：以史鉴今“档案”说廉

宁乡：424项政务服务“办事不出镇”

安化：滔溪镇贫困户有了家庭医生奖级 中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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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677 1040 70408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385 173 239605

1 73

就业岗位“造血”贫困户桂东
今年提供岗位近万个， 促成3000多人就业

驻村扶贫干部作风大转变

� � � � 湖南日报6月18日讯 （记者
蒋睿 通讯员 祁兵 方阳） 今天上
午， 湘潭窑湾历史文化旅游街区
（景区）举行“窑湾·风尚1927”文化
开街活动。潇湘电影集团旗下的文
创品牌“红影文创园”、湘潭跨境新
丝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湖南皇爷
食品有限公司旗下品牌张新发槟
榔以及一批轻餐品牌签约入驻。

窑湾老街，位于湘潭城区西南
部，历史悠久。为恢复窑湾老街“古
韵商华”的风貌，湘潭市将窑湾老
街纳入该市“千里湘江第一湾”旅

游项目，于2013年3月进行重新改
造。窑湾历史文化街区以湘潭潭宝
汽车站为中心， 窑湾老街为轴线，
安排布局了历史文化、 商业民俗、
休闲娱乐、湿地公园4个功能片区。
该项目总建筑面积 158870平方
米，总投资12.48亿元，目前该项目
一期工程正式开门迎客。

据了解，作为首批进驻窑湾历史
文化街区的文创品牌，潇湘电影集团
将在这里打造湖南首个潇影影视拍
摄基地，并承诺每年有两三部电影在
此拍摄；跨境新丝路将利用资源优势

推动湘潭与国际接轨，重现百年前洋
行风情，古今掠影，中外结合；湖南皇
爷食品有限公司旗下品牌张新发槟
榔， 将在此打造湖南首个槟榔博物
馆，展示槟榔百年发展历程。

会上，湘潭城发集团董事长朱
又红对各位品牌商家、文创商家的
进驻表示热烈欢迎，并表示窑湾正
以开放的胸怀、积极的姿态，期待
着与更多有战略眼光的投资者携
手合作共赢，共同将窑湾历史文化
街区（景区）打造成湖南知名、全国
有名的特色文旅品牌项目。

一城繁华半城烟 千里湘江第一湾
湘潭窑湾老街重新亮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