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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雷鸿涛
通讯员 向云清

检查41个县直单位、73个乡镇、139个
贫困村、15所学校、9家企业；走访群众1340
户，其中贫困户814户，查看扶贫项目93个，
发现扶贫领域各类问题线索780个……

9月20日，怀化市纪委提供的这组看似
枯燥的数据，是怀化市13名县（市、区）纪委
书记带领13个暗访检查组， 深入全市13个
县（市、区）开展脱贫攻坚作风建设交叉检
查，用辛勤汗水换来的。

“创新监督方式，亮剑人情干扰。 ”怀化
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周晓理说,“此次交叉
检查以服务脱贫攻坚为目的，旨在通过检查
发现问题、整改问题，推动了脱贫攻坚的政
策落实落地，有效破解了‘人情干扰’、问题
发现难和整改难。 ”

查找问题，深挖根源
脱贫攻坚进入决战决胜期，脱贫攻坚作

风建设尤为关键。 怀化市纪委监委创新工
作思路和方式，决定由13名县市、区纪委书
记带队， 每个县抽调10名纪检干部、1名熟
悉业务的扶贫干部组成检查组，从8月30日
开始，对全市脱贫攻坚作风建设开展为期一
周的交叉检查。

怀化市纪委明确，检查坚持问题导向，

未脱贫县主要查工作落实情况，已脱贫县主
要查巩固提高情况，突出开展“六查”：即查
思想正不正、措施准不准、工作实不实、作风
严不严、感情真不真、群众满意不满意6个方
面，并深挖问题产生的根源。

9月3日， 检查组在麻阳锦和镇轻土村
设点，专门听群众“吐槽”，进而发现问题线
索。“政府政策确实好，就是落实起来慢。 上
个学期的教育补助都还没发。”桌子刚摆好，
就有群众在接访点嘀咕。

“经我们调查核实，发现上学期贫困学
生寄宿补助、上年度产业扶贫资金还没有拨
付到位。”赴麻阳的暗访检查组负责人说，其
根源是干部作风不实。

此次交叉检查的一个特点是融监督于
服务之中，重在发现问题、整改问题、解决问
题，改变了以往纪委监督检查就通报问责的
方式。 并对问题分门别类进行归档，深挖出
产生的根源，为整改打下基础。

检查作风，锤炼作风
各检查组深入偏远山区、 直插机关单

位、 乡村站所， 同基层干部群众座谈， 查
阅会议记录、文件资料，查看扶贫政策落实
情况。

查作风严不严。 在辰溪县最偏远的大
水田乡社塘村，检查组与群众聊天了解到，
该县人社局将58岁的蒋某某选派作为驻村

扶贫工作队队长，作风不扎实，驻村时间较
少。

查措施准不准。 在芷江水宽乡， 检查
组听到群众反映， 柘莲村投资70万元建饮
水工程， 但因另一个村在溪流上游建了取
水点， 导致柘莲村部分村民小组无水可用。
检查组头顶烈日， 步行10余公里现场查
看。

“迎着朝阳去，顶着烈日访，踏着月光
回，每晚深夜睡。”这是检查组的明查暗访真
实写照。 交叉检查期间恰逢高温酷暑，150
余名检查人员锤炼自身作风，上山头、进企
业、访农户，将监督“探照灯”架到扶贫一线。
同时，多个检查组还自发帮助贫困群众和留
守老人收稻谷，树立了纪检监察干部的良好
形象。

9月2日， 检查组在芷江侗族自治县芷
江镇高冲村走访，碰到村民冯嗣海老人和妻
子拉着几袋稻谷，检查人员马上一人一袋帮
忙扛到半坡上的家中。

真情换真心。一向奉行多一事不如少一
事的老人向检查组透露了村里贫困户
评定存在的问题。

怀化市纪委派出专门督导组，深
入一线再督查， 检查工作进展和检查
组的纪律作风， 全面跟踪交叉检查进
度及成效， 及时调整交叉检查重点及
方向。

梳理问题，推动整改
9月7日，辰溪召开脱贫摘帽攻坚大会，

辰溪县委将收到的问题交办相关单位和乡
镇，要求在9月20日前整改到位。 连日来，该
县1.1万余名结对帮扶责任人相继下到各自
的帮扶对象家中，抓细抓实脱贫攻坚的措施
到位。

9月6日， 怀化市纪委举行脱贫攻坚作
风建设交叉检查汇报会。 在汇报会上，赴各
县（市、区）检查组除了汇报发现的问题外，
还针对检查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42条，
做到了既找“病因”又开“处方”。

针对此次交叉检查发现的问题，怀化市
纪委以问题清单的形式反馈给各县（市、区
党委，要求在9月底整改落实到位。

“突出抓好问题交办整改，明确整改时
效，跟踪整改进展，推动问题解决。 ”怀化市
纪委相关负责人说，对发现的涉嫌违纪违规
的问题，将依纪依规处理。 逾期未整改到位
的，对有关责任人严肃问责。

雷鸿涛 赵志高 许印文

“红坡贡米香，一亩亩梯田一片片金
黄，它在秋风里芬芳，流淌着美好生活的
向往……”9月10日， 是会同县高椅乡雪
峰村“尝新节”，村民、客商与扶贫工作队
队员等聚在贫困村民刘绍爱家， 品贡米
饭， 吃农家菜， 唱起了村歌《红坡贡米
香》，庆祝今年红坡贡米丰收。

雪峰村是会同县深度贫困村。 红坡贡
米相传为明朝贡米， 主要产自平均海拔
650米以上的会同县高椅乡红坡、雪峰等6
个村。 这里生态环境良好，日照时间长，昼
夜温差大， 土质肥沃， 生产的大米颗粒饱
满，绿色环保，营养丰富，清香入味。

“红坡贡米种下地， 脱贫致富没问
题。”刘绍爱乐呵呵地说。“尝新节”这天，
刘绍爱家前院摆起了“长龙宴”，穿着苗、
侗、瑶、汉服饰的村民与客人围坐一堂，

一片欢声笑语。 桌上除了香喷喷的贡米
饭，还摆满了用村民自产的白菜、南瓜、
水库鱼、跑山牛肉等做的菜肴。

“红坡贡米得丰收啦，老百姓致富有
了门呀，感谢啦扶贫工作队，来到我们高
椅雪峰村……”席间，雪峰村84岁老人伍
永亮唱起自编的歌， 现场顿时响起热烈
掌声。

手握金元宝，却无致富路。 多年来，
红坡贡米深受市场欢迎，外销上海、深圳
等地，零售价达到每公斤40元左右。但因
为没有形成规模和品牌， 村民们种植的
红坡贡米只能按一般稻谷价格卖给商
贩， 成不了带动村民脱贫致富的优势产
业。

“省文化厅驻村扶贫工作队给我们
带来了希望。 ”雪峰村党支部书记伍永发
介绍，今年3月扶贫队驻村后，一方面积
极对接粮油销售企业， 以农户满意的价

格签下15万公斤红坡贡米供销订单；另
一方面邀请农业专家团队进村指导，并
充分利用产业扶贫奖补等政策， 鼓励农
户种植红坡贡米。

今年， 雪峰村红坡贡米种植规模从
去年71户110亩增加到128户244亩，并带
动周边5个村扩大种植规模，6个村红坡
贡米种植总面积达2100亩。 当地还成立
了红坡贡米专业合作社， 覆盖6个村，雪
峰村就有63户贫困户加入了合作社。

为扩大红坡贡米品牌影响力， 省文
化厅还邀请专业音乐团队， 谱写了歌曲
《红坡贡米香》。

“红坡贡米是当地一个特色产业，将
成为群众脱贫致富支柱产业。 ”省文化厅
驻雪峰村扶贫工作队队长梁利平表示，
今年通过种植红坡贡米及其他优质稻，
雪峰村可增收80万元， 可让全村人均增
收1000多元。

独臂“刨”出幸福路
湖南日报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黄志东 李珊珊

秋风送爽，天朗气清。9月13日，江华瑶族自治
县沱江镇小洛坪村一片葡萄基地，一名面部黝黑、
身穿短袖衬衫的独臂中年男子， 正在果园地里麻
利地除草、修枝，汗水湿透了他的衣背。 宽敞的三
层楼房，全新的家电、家具，走进这位独臂男子的
家，感受到的是满满的温馨。

中年男子名叫洪兴学，今年51岁，因缺左手，
属二级肢体残疾。村民告诉记者，洪兴学靠仅有的
一只勤劳的手，不仅成了家，而且有了自己的致富
产业，年收入10多万元，砌起了新房，过上了幸福
生活。“洪兴学是为幸福生活努力奋斗的典型!”有
位村民笑着说。

洪兴学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 出生时
就只有一只手。当初父母看到他只有一只手，是个
畸形儿，并没有放弃他，含辛茹苦把他养大成人。
靠着一只手，洪兴学读完小学、初中，还写得一手
好字。 家境贫寒，加上还有两个妹妹，洪兴学初中
毕业后便辍学四处务工。

“勤快、脑子灵活。 ”乡亲们对他如是评价。 22
岁那年， 他与邻县道县祥林铺镇申章塘村姑娘蒋
联珍结婚成家， 后生有一儿一女。 这让他更加勤
劳。 养鸡、养鸭、养母猪、养羊、种苞谷，样样都能
干，但由于缺技术，年复一年，收益却甚微。

2013年，洪兴学到市场赶集，看到一个葡萄种
植户挑着一担葡萄，不久便销售一空。“葡萄是个
不错的产业。 ”洪兴学决定学种葡萄。 洪兴学找乡
亲们流转10多亩土地，种上早熟葡萄“夏黑”。他从
广西桂林请来技术员指导葡萄种植，还订购了《现
代种植实用技术》《果农之友》《中国南方果树》等
书籍，认真学习种植技术。

洪兴学说：“葡萄亩产1000多公斤，由于种
的是早熟品种，价格每公斤可卖到20多元。 ”

“用了多菌灵药水， 葡萄就不落花， 果实挂果
多。 ”说起葡萄种植的经验，洪兴学滔滔不绝。 目前，
他又新种了2亩柰李、3亩瑶山雪梨和2亩红脐橙。

“我不打牌、不抽烟、不喝酒，平时除了看电
视, 了解各地新闻， 还喜欢看一些种植方面的书
籍，我的愿望就是把现有的几十亩果树管护好，把
自己的技术传授给乡亲， 带领更多的村民脱贫致
富。 ”洪兴学说。

涟源打响
脱贫秋冬攻坚战
湖南日报9月23日讯 （记者 周俊 通讯员

廖丽娟）9月16日， 涟源对全市各村精准脱贫及
干部驻村帮扶工作展开突击检查，推动脱贫“秋
冬攻坚战”向深入发展。 据介绍，该市今年要确
保减少贫困人口34868人，退出贫困村79个，贫
困发生率降低至3.49%。

在全省脱贫攻坚“黄牌”警告后，涟源知耻
后勇，全面排查问题短板，深入总结经验教训。
2017年， 全市共脱贫29618人， 退出贫困村35
个，贫困发生率降至7.29%，一跃进入全省脱贫
攻坚一类县市优秀行列。 该市农业特色产业帮
扶范例、“五个一批”扶贫领域信访调处机制、财
政专项扶贫资金使用、 村级微权力运行模式等
特色工作，获得国家、省、娄底市的肯定。

今年9月，涟源打响脱贫“秋冬攻坚战”，对今
年预脱贫村还未开工、进展缓慢或存在问题的项
目，列出任务清单、项目清单、措施清单、责任清
单，把任务分解到每月、每周，按时间节点加速推
进；定下任务“军令状”，全面完成225处农村饮水
安全巩固提升工程、416个小型农田水利项目、
1201个农村公路提质改造项目等；构建驻村单位
主要领导菜单化管理、驻村工作队长（第一书记）
清单化管理、结对帮扶项目化管理的“三化管理”
模式，形成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

监督“探照灯”照到扶贫一线
———怀化市开展脱贫攻坚作风建设交叉检查纪实

老百姓的故事

乡村振兴纪实 会同雪峰村：红坡贡米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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侗乡“黑老虎”
成为致富果

杨晓黎 李尚引 黄巍

“我叫杨昌宏，来自通道侗族自治县。今天，
给大家带来了全世界最小的‘老虎’———‘黑老
虎’，不知道大家敢不敢吃？”

9月23日晚7时30分，CCTV综艺频道中秋
特别节目“万家邀明月 一起盼中秋”播出，侗族
小伙杨昌宏应邀参加节目， 讲述了自己种植推
广地理标志农产品“黑老虎”，并带动群众致富
的故事。

杨昌宏是双江镇红香村村民，2014年回乡
创业， 筹资成立了通道黑老虎中药材专业合作
社，并建立了电商平台，当年收入近30万元。去
年， 合作社收入达460万元，74户贫困户通过种
植“黑老虎”脱了贫。目前，有100余户村民加入
合作社，“黑老虎”种植面积达1000余亩。

“黑老虎”又名大血藤，果型奇特、全身是
宝，营养和药用价值高。今年3月，通道“黑老虎”
成为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

近年来，通道将“黑老虎”等特色产业作为
脱贫重点产业来培育， 扶持创建相关专业合作
社，健全合作社与贫困户利益联结机制，带动贫
困户增收脱贫。目前，该县共发展黑老虎专业种
植合作社13个，种植面积达2.5万余亩，果品远
销全国20多个省份及国际市场。 今年预计产果
1300吨左右， 可为种植户创收5000余万元，
2600余户贫困户户均可增收3000元。

“600多株果树挂果理想，3000多株苗木长势
良好，今年至少能赚6万元。”独坡镇虾团村村民陆
定斌说，通过种植“黑老虎”，他去年实现脱贫。

电商扶贫
助力增收

9月21日，隆回县小
沙江镇猕猴桃打包车间，
电商平台工作人员在帮助
果农销售产品。 近年，该县
在精准扶贫中， 充分发挥
电商的优势推销特色农产
品，帮助农民增收。

曾勇 摄

永州农产品
入驻“邮乐购”

湖南日报9月23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钟芳玲)9月19日上午，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永州
市分公司承办的“第二届9·19扶贫助农电商节
暨邮乐购永州馆正式上线庆典活动” 在永州市
冷水滩区举行。

“邮乐购永州馆”依托中国邮政近6万个自
有实体渠道以及“邮乐小店”“邮三湘”“邮掌柜”
等邮政线上平台，对接全国50万家“邮乐购”实
体店。通过线上与线下网络渠道销售，推动永州
农特产品走向全国，助力扶贫攻坚。目前，邮乐
购永州馆有400多个本地农特产品上线销售，吸
引了近百万消费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