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稳定脱贫
提供智力支撑

怀化职院培训农村人才1.3万多名

湖南日报8月7日讯 （雷鸿涛 谌彦君 史琴）8月4日，
省扶贫办创业致富带头人怀化职业技术学院2018年第二
期培训班结业。 来自我省3个市州的512名学员通过20天
学习，掌握了果树栽培、水产养殖、农产品电商销售等技
术。“学了水产养殖技术，我创业更有底气了。 ”来自会同
县的淡水养殖班学员粟东说。

近年来，怀化职院在安江校区建成“三农”培训基地，
承接培训贫困地区农民技术骨干、 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
人、新型职业农民等任务。 学校先后被定为省科技骨干培
训基地、省农委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基地、省扶贫办创业致
富带头人培育基地等。 已先后开办专项技术培训班51期，
为农村培养“土专家”13807人。

在芷江侗族自治县牛牯坪乡界牌村水果基地里，水
蜜桃挂满枝头。“我们这里山好、水好，种出的水果品质
好，不愁销。 ”村民唐成军说，2014年,他参加怀化职院举
办的农村科技骨干培训后，牵头成立牛界果蔬合作社，种
植水蜜桃1000多亩、紫秋葡萄800多亩、蔬菜100多亩，现
在年收入在800万元以上，带动一批村民脱贫致富。

“扶贫要注重扶智，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怀化职
院相关负责人说，该校着力培育一支能战斗、带不走的农
村人才队伍，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稳定脱贫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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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8月7日讯（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康锋辉）“慈利县东岳观镇凉
桥村党总支书记袁维云、 村委会主任
吴扬新截留挪用民政资金， 受到党内
警告处分； 甘堰土家族乡川石村临时
党支部委员、 临时村委会主任吴和初
虚报残疾人两项补贴申请， 受到党内
警告处分……”7月底， 张家界市纪委
监委官微“廉政张家界”发布了慈利县
纪委通报的4起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
问题典型案件， 释放了对扶贫领域腐
败和作风问题露头就打的强烈信号。

今年以来， 张家界各级纪检监察
机关聚焦脱贫攻坚， 拧紧扶贫监督执
纪“发条”，紧盯扶贫领域重点人、重点
项目、重点环节、重点流程，剑指群众
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以强有

力的监督执纪问责为脱贫攻坚“保驾
护航”。 由市纪委监委牵头，成立35个
督查组，重点治理自查自纠不严不实、
组织领导不力、执行政策变形走样、工
作作风不实、“雁过拔毛”等5个方面问
题，对履职不到位、作风不扎实、效果
不明显的，严格进行“五个一批”问责
处理。同时，以百村财务清查行动为抓
手，加强对惠民政策落实、集体三资管
理、民生资金分配、村级事务公开的监
督检查，确保全市贫困村村级财务清查
全覆盖、无死角；出台《张家界市
驻村帮扶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对
驻村帮扶资金的使用和管理通过
网络和其他方式向社会公示公
开。此外，织密监督网络，利用“互
联网+监督”平台，受理群众举报。

据统计，今年来，该市纪检监察机关
已在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
中发现问题线索548条， 受理信访举报
523件，立案查处250件，处分284人，追
缴资金353.69万元，退还群众99.53万元，
公开通报曝光典型案例65起91人次。 张
家界市纪委监委负责人表示，下一步，该
市将继续开展扶贫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
治，进一步加大查处、问责、通报力度，以
严明的纪律为脱贫攻坚提供坚强保障，
直至全市所有贫困村摘帽。

� � � �湖南日报8月7日讯（记者 蒋剑平
通讯员 黄静怡 胡晓建）近日，邵阳市
大祥区召开全面全域推进基层党建工
作会，明确机关、农村、城市、“两新”组
织等方面14个党建示范项目的责任
人、任务书和时间表。

为了把党建工作“虚的做实，实的
做精”，去年来，大祥区以项目化运作
方式，推进全域党建。区委创造性将党
建工作划分为基础项目、 攻坚项目和
示范项目3类。基础项目主要是党建常
规工作， 攻坚项目主要是阶段性重点
工作或薄弱环节， 示范项目则致力于
打造区域性党建品牌， 总计200余项。
并明确责任人、时间表和路线图。

对基础项目， 大祥区每月列出项
目清单进行推进。 现在， 该区发展党
员、主题党日、专题组织生活、村级后
备干部培养、 党员教育培训和党务公
开等常规工作更趋具体实在， 有效防
止应付和浮在表面的现象。过去，该区
不少党支部存在后备干部培养不够、
作用发挥不明显等问题，通过“项目建
设”，问题得到了较好解决，党员身份
意识、服务意识也明显增强。

对攻坚和示范项目， 大祥区采取
专人负责、部门协同、倒排工期、按月
通报等措施推进。去年来，实施攻坚项
目20余项，其中党建引领创新创业、农
村综合服务平台建设、 美好社区建设

等工作在全市领先， 流动党员管理难
题也得到逐步破解。 该区还大力创建
党建品牌，成立多个专项组，建成了红
星立方、党建联盟、大祥党建APP、红
星系列服务等在市内、 省内有影响的
党建品牌。

据了解， 大祥区通过项目抓党
建，实现了基层党建工作水平整体提
升，其城市党建、规范化支部建设等
经验获省有关部门推介。 党建工作与
中心工作走向深度融合，实现同频共
振。 今年，该区被评为省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先进县（市、区）。 上半年，该区
主要经济指标增幅综合排名居邵阳
市城区第一。

18年，绿了荒山富村民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陈耀洲 何顺

8月2日，记者来到祁阳县文富市镇双江口村
采访，但见山上满目青翠，梨香满园。 参军报国、
复员进厂、回村种养，村民们讲述该村复员军人
邹学坤，执着坚守，勤奋劳作，让家乡荒山变绿，
乡亲变富的故事，令人感佩。

今年67岁的邹学坤，21岁入伍，26岁复员后被安
排到水泥厂工作，端上了让村民们羡慕的“铁饭碗”。

2000年11月， 时年50岁的邹学坤， 决定放弃
“铁饭碗”，回村里租赁满是沙砾岩的荒山种植果树。

消息传开，村里“炸开了锅”：有质疑的，有惋
惜的，有不理解的。

2001年新年刚过，铁了心的邹学坤，带上铁
耙、铁镐、钢钎上山。山上土质坚硬，砂石、砾岩遍
布，铁耙、铁镐经常撞在石块上火星四溅。他克服
种种困难，在100亩荒山上种下了水蜜桃、杨梅、
脆梨、脐橙、枇杷等果树苗，邹学坤的体重也从
80公斤骤降到65公斤。 第二年，邹学坤还尝试在
林下放养300羽衡阳土鸡。

然而,2002年， 邹学坤饲养的衡阳土鸡到下
蛋时，莫名其妙成批死亡。

邹学坤每天仔细观察，发现母鸡下蛋后互啄
是造成其成批死亡的重要原因。 一天，在电视上
看到西班牙斗牛的节目，邹学坤受到启发，在围
栏或树枝上挂上红布条，吸引母鸡注意。此后，无
故死鸡的现象再也没有发生。

2016年， 山上的梨树饱受红皮梨锈病的困
扰，专家、技术员也束手无策。 有一次，邹学坤无
意中听到本村一位瓜农说起种瓜防病的方法，顿
时脑洞大开，依法实验，成功根治梨锈病。

邹学坤发展种养成功后， 附近村民纷纷效
仿。 邹学坤便牵头成立九峰种养专业合作社，带
着大家一起干。

到2017年底，合作社发展果树、油茶等1000多
亩，年产水果4万公斤。 发展养殖基地16个，年出栏
衡阳土鸡20万羽，成为全县规模最大的衡阳土鸡养
殖合作社，先后带动424户贫困户脱贫致富。

“竹脑壳”变废为宝赚大钱
通讯员 卢静 蔡颖 湖南日报记者 杨军

竹笔筒、竹茶杯、竹灯……8月7日，在桃江县松
木塘镇苍霞塅村宏远竹制品厂生产车间， 工人们在
打磨抛光竹工艺品。在前不久举行的第二届中国（上
海）国际竹产业博览会上，该厂负责人黄伏连带着多
种家用竹制品参展，吸引了印度、孟加拉国、韩国等
12个国家客商的目光，签订了100多万元外销合同。

这些即将漂洋过海的竹制品，是用“竹脑壳”
加工而成的。 在桃江县，人们把一根竹子中靠近
根部的部分叫“竹脑壳”。

苍霞塅村周围山上多竹，黄伏连家祖辈以砍伐
南竹为生。 2008年，在外打工的黄伏连与妻子带着
几年积攒的3万元钱，回乡办厂加工竹筷子，走上创
业之路。

如何处置加工竹筷后堆积成山的“竹脑壳”，也
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 黄伏连说：“制作竹筷子只
取竹子中间部分，剩下的‘竹脑壳’和竹尖就没用了，
以200元一吨的价格卖给当地农民当柴烧， 还得送
货上门。 ”2015年，在一次旅游中，黄伏连发现江西
井冈山景区有人在卖刻有人物图像的笔筒，这些笔
筒标价80多元，正是用“竹脑壳”加工而成的，他深
受启发。 2016年下半年，他尝试制作竹笔筒等几款
竹工艺品，通过电商销售，反响不错。

尝到甜头后，去年，黄伏连成立了桃江县
远龙竹制品厂，从江浙等地请来竹工艺品加工
师傅，将其产品从单一的竹筷子扩展到生活日
用品、工艺品、酒店陈列物等80多个品种。工厂
还研发了一种原竹工艺品抗菌防霉技术，可有
效防虫防霉防裂，已申报国家发明专利。

“原来不值钱的‘竹脑壳’通过深加工，多的
卖到400多元一个。 ”黄伏连的妻子李丽红说，今
年上半年，竹制品厂销售额达600多万元。

拧紧扶贫监督执纪“发条”
上半年立案查处250件,处分284人

张家界

虚的做实 实的做精
实施党建项目200余项

大祥区

老百姓的故事

� � � � 8月6日，保靖县清水坪镇黄连村，村民在引山泉水抗旱。 连日来持续高温，该村农作物受旱，人畜饮水
也比较困难。 村民将山洞内的泉水引到修建的水井和水池内，确保人畜饮水。 俞采华 汪明珠 摄影报道引水抗旱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8月 07日

第 2018212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801 1040 83304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2014 173 348422

5 87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8年8月7日 第2018091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06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854322188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4
二等奖 81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8999907
4 246907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107
62581

1173384
9439766

29
2242
42454
326021

3000
200
10
5

0711 17 25 3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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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遮阳伞”
湖南日报8月7日讯(记者 徐荣 见习记者 彭婷 通讯员

宫敏)这两天，湘潭人的微信朋友圈被一把特殊的“遮阳伞”
刷屏，这把“伞”并不是一把真正的太阳伞，而是湘潭交警吴
健和他的同事们。

8月6日，莲城大地骄阳似火，酷暑难耐。 当天下午4时
40分， 一名68岁的唐姓老人从湘潭市九汇街附近横过马
路，想要去对面的雨湖区政府公交站台，不料却被一辆黑
色小车撞倒在地，身体无法移动。

湘潭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雨湖大队一大桥警务站的民警吴
健接警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发现老人不能动弹后，经验丰富
的他心想，一定不能乱动，以免对老人造成二次伤害。 吴健快
速而有条不紊地处理事故、登记信息、照相取证、扣车……

三伏天的太阳格外火辣，吴健想给老人遮一遮太阳。 他
向路人借了一把太阳伞，蹲在地上为老人遮阳。一段时间后，
由于路人赶时间，吴健只得将伞归还。老年人更容易中暑，身
体又动弹不得，怎么办呢?吴健叫上另一名协警一起，站在太
阳照过来的方向用影子为老人遮阳。 很快，救护车和医务人
员赶了过来。经初步检查，发现老人大转骨(臀部与大腿连接
处)骨裂。医生说，民警的处置方法很好，幸亏没有挪动老人，
否则有可能导致瘫痪。

吴健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将老人送上了救护车后，早已
是汗流浃背， 而他们的感人举动也记录在了过路行人的
手机里，转发到了朋友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