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湖南日报11月5日讯 （记者 周俊 通讯员
刘跃新 彭曾文）“感谢县纪委监委为我澄清不实
举报，我将继续保持清正廉洁的作风，为群众服好
务。 ”11月5日，经新化县纪委监委调查澄清后，被
不实举报的干部付小兵放下了思想“包袱”。

今年以来， 新化县纪委监委坚持“三个区分开
来”，健全干部澄清保护机制，对反映新化县人民法院
副院长陈东彦、新化县公安局水车派出所民警李明、
维山乡党委委员刘龙文、 上渡街道党工委副书记罗
文、槎溪镇党委书记付小兵等5名党员干部有关问题
的不实举报，予以澄清，并在全县公开通报。

新化县着力为坚持原则、敢于担当、踏实做事
的干部撑腰鼓劲， 对受到严重失实举报的干部予
以及时澄清、消除影响，依纪依法严肃查处诬告陷
害行为，有效激发了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

新化为被不实举报干部正名

� � � �湖南日报11月5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陈勇平 赵星） 岳阳县步仙镇北
斗岭村位于岳阳县与汨罗市交界的大
山中，以往孩子们读书，不得不就近到
汨罗市三江镇借读。“家门口通了水泥
路，明年开春孩子们不用到汨罗的学校
借读了！ ”日前，记者走访北斗岭村，村
民们对脱贫攻坚自然村通水泥路建设
喜不自禁。

脱贫攻坚自然村通水泥路建设，
主要是为25户/100人以上的自然村寨
修通水泥路。 岳阳县2018年计划实施
128公里， 涉及42个贫困村。 县政府按
20万元/公里进行配套， 有力保障了建
设所需资金。 在项目建设指挥部， 每
天工作安排表和施工进度数据实时更
新， 一目了然。 除了专业技术人员和
第三方质量监理层层把关， 每个项目

还由群众推选2名威信高、 爱较真的义
务监督员， 从工程设计、 用料到施工
实行全过程监督。 截至10月底， 该县
累计完成路基平整120公里， 完成路面
硬化105公里， 交竣工验收78公里， 施
工进度居岳阳市前列。

北斗岭村石龙香菇合作社理事长
邹轮元告诉记者，水泥路修通后，批发
商将货车开到家门口，再也不用为销售
犯愁了。 最近，三页能源公司相中了北
斗岭村的风能，计划投资在当地实施风
力发电项目。

岳阳县提速贫困村水泥路建设

� � � �湖南日报11月5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何志强）11月1日，位于资兴经济开
发区的旗滨光伏光电玻璃有限公司生产线
上生产一派繁忙。 公司第一条生产线上个月
点火投产，从开工建设到投产，只用不到一
年时间。 公司的二期建设已在规划，两期总
投资达7.8亿元，可实现年产值15亿元。

今年来， 资兴市把产业项目建设作为

经济发展的抓手， 重点打造大数据、 硅材
料、新能源、食品制造、电子信息、有色金
属、休闲旅游等特色产业集群。该市利用东
江湖优质的冷水资源优势， 规划建设东江
湖大数据产业园，先后吸引华为、阿里、网
宿科技等19家公司入园；资五产业园利用
硅石资源丰富优势，拉伸硅石产业链条，打
造全国硅材料生产中心、研发中心。硅材料

龙头企业旗滨光伏光电玻璃项目点火投
产，总投资达10亿元的长星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硅材料环保产业链项目也已开工。
产业园全部投产后可实现年产值14亿元。

为高效优质推进产业项目建设，该市实
行“一个项目，一名领导，一套班子，一套方
案，一抓到底”的“五个一”项目联系机制，并
实行“一月一调度一督查通报，一季一评比

考核”的调度督查机制。 联系市领导和责任
单位，对产业项目引进、申报审批、征地拆
迁、要素配置、开工建设、环境优化、竣工投
产等实行靠前指挥，全程跟踪。 为使项目加
快落地，该市实施产业项目“全程化”服务，
即从项目洽谈、手续办理，到开工建设、投产
乃至企业经营，提供全过程、精细化、保姆式
服务；推进“一分钟”响应机制，即联系产业
项目的市领导和相关负责人，不论什么时候
接到企业或项目反映的困难问题，都要做到
在一分钟内响应，协调处理。

今年前10个月，资兴市20个纳入郴州
市级重点产业项目， 已完成投资38.42亿
元，为年度投资计划的1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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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易佳祺

11月3日，“2018大通湖金秋品蟹美食节” 在益
阳市大通湖区举行。

该区北洲子镇永兴村村民李立云一早就来到
活动现场。 “去凑人气啊， 搞活动就是为推广我
们大通湖蟹， 大家都会跟着受益。” 李立云高兴
地说。

李立云是永兴村的贫困户，年逾6旬，身体不好，生
活一直比较艰难。“但现在我也吃上‘螃蟹’了。”李立云
说，前两年在政府主导下，一家名叫“食安天下”的企
业，在永兴村建了一块螃蟹养殖基地，他将家中12亩土
地，按照每年650元/亩流转，又依据合同，在基地做临
时工，每个月还有近2000元收入。“吃了蟹黄，还有蟹
腿上的肉呢，养殖基地每年还给我家分红，超过3000
元。 ”李立云伸出3根手指头比划着。

永兴村党总支书记谢光清介绍， 永兴村和“食
安天下” 签订了为期3年的 《产业扶贫合作协议》，
基地收益产生的分红， 每年由村委发放到贫困户手
中， 户均超过3000元。 今年来， 基地就帮助永兴
村87人脱贫， 李立云就是其中之一。

“脱贫只能算个阶段性目标。”谢光清说，肉肥味
美的大通湖蟹深受市场好评， 这就调动了大家的热
情，不少人还想在螃蟹上再做文章。永兴村流传着临
村的一个励志故事， 向阳村村民赵家兴原来也是贫
困户，在“食安天下”打了两年工，学到了种养技术，
今年流转了100亩土地自己干， 保守估计年产值可
达到80万元，一年至少有20多万元的纯收益。

李曼斯 黄旦升 贺灿

“有困难找文书记！” 11月2日， 宁乡市资福乡
华宝村村民喻新文听说同村贫困群众的难处后， 给
他支了个“灵”招。此前，“文书记”帮助他瘫痪在床的
妻子办理了多年未曾办下的残疾证。 之后， 又在7
个月内相继为村里7位符合国家政策的贫困群众办
理到了残疾证。“文书记”一时成了华宝村困难群众
解决困难可信赖的人。

“文书记” 是何人也？ 乃宁乡市交通运输局路
政执法局精准扶贫“驻村第一书记” 文含平。

华宝村位于宁乡市西南部， 受地理环境等多种
因素制约 ， 一直以来村民脱贫致富步伐缓慢 。
2018年， 宁乡市交通运输局路政执法局对该村实
施精准扶贫。

贫困户喻新文是文含平的结对帮扶对象。 初访
喻新文家， 看到的是其身患脑瘤、 直肠癌， 同时高
血压中风导致下身瘫痪的妻子彭珍香。 得知彭珍香
符合国家政策， 却因出行不便， 多年来想办却未能
办理残疾证。

在第一次走访结束， 文含平就留了个心眼， 他
联系路政执法局党支部， 在支部的支持下， 用皮卡
车载着轮椅上的彭珍香先到宁乡市残联登记， 接着
又到市人民医院开具相关证明， 再返回宁乡市残联
领取残疾证， 经过数次辗转， 把彭珍香想了多年的
残疾证送到了她手中。

文含平了解到该村部分残疾群众因政策不熟
悉、 出门不方便等原因， 迟迟未办理残疾证。 于
是， 他多次与医院、 残联等相关部门对接， 接送残
疾群众往返长沙和宁乡市区， 直到将残疾证办好，
并送至每一位残疾人手中。 部分特贫残疾群众的检
查、 鉴定等相关费用均由驻村帮扶干部承担。 经过
7个月的努力， 文含平已为村里7位符合国家政策的
贫困群众办理到了残疾证。

除解难帮困外， 路政执法局帮扶队还对建档立
卡的20个贫困户进行系统摸底， 以解剖麻雀的方
式细致了解致贫原因， 确立了以开发式扶贫、 造血
式扶贫为主要方式的帮扶模式， 有针对性地制订了
“一户一案” “一人一策” 的帮扶计划。

经过多策并施， 帮扶队员的辛勤汗水浇出成功
之花， 截至目前， 该局20名帮扶队员的“结对” 贫
困户共有19户摘掉了贫困帽。

精准扶贫在三湘

大胆“吃”螃蟹
脱贫“跑”得快

“有困难找文书记”
� � � � 11月5日， 搬迁的
苗族贫困户在抽号。 当
天， 凤凰县禾库易地扶
贫搬迁安置区举行分房
仪式， 安置区将在一周
内完成942户4778人的
抽号分房工作。 该安置
区总建筑面积14.7万平
方米，配套建设水、电、
路等基础设施和学校、
医院、市场、游客服务中
心、社区服务中心、停车
场等附属设施。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苗族搬迁户
喜分新房

� � � � 湖南日报11月5日讯 （记者 张颐佳）
冬春是流感的高发期， 为了提升居民的免
疫力， 长沙市开福区近日决定对该区中小
学生和65岁以上的老人免费接种流感疫
苗。近年来，开福区通过“五抓”深化医疗改
革，释放民生福利，有效缓解了老百姓看病
难、看病贵。

“五抓”即抓规划、抓阵地、抓队伍、抓
项目、抓创新。 2016年至今，开福区出台了
《关于打造“健康开福”建设医疗卫生现代

化强区3年行动计划》《开福区妇幼健康优
质服务示范区工作方案》《开福区健康民生
项目实施方案》等系列文件，从基层能力提
升、公共卫生推进、人才队伍优化、医疗资
源互通、老龄健康提质、卫生信息发展等6
个方面进行了完整的顶层设计， 确定了推
动全区医疗卫生事业中长期发展的21个
大项目42个子项目。

在硬件配套上，该区建设15个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69个卫生服务站（室）、30个社区

自助“健康小屋”和96个“家庭医生”服务团
队，构建起了完整的基层医疗服务网络。 按
照“招聘一批、培训一批、返聘一批、引入一
批”的“四个一批”队伍建设规划，开福区基
层专家、骨干、全科医生增至203人。

开福区副区长杨光华介绍,近年来，开
福区确定了20个普惠民生的项目，面向群
众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从9大类增加
到14大类，补助金额从2009年15元/人次，
增加到2017年55元/人次。 2016年起，又率

先在全省实行二类疫苗零利润销售， 仅这
一项每年可为居民节省开支260万元。

开福区利用湘雅医院、 省妇幼保健医
院等一批三甲医院坐落于该区的优势,创
新举措,搭建了8个专科优势差异化的“医
联体”和“名（中）医工作站”，大医院专家教
授定期走进社区医院坐诊、教学，帮助该区
的医卫水平上台阶。近两年，开福区先后荣
获了全国妇幼健康优质服务示范区、 全国
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

构建起完整的基层医疗服务网络

深化医改惠民生
开福区

项目建设高质量
重点项目完成投资38.42亿元， 为年度计划的101.22%

资兴

� � � �湖南日报11月5日讯 (见习记者 蒋茜
通讯员 单建华)“以前都是自产自销，我
们芬香村里的腊肉、糁子酒、剁辣椒都
是乡亲们自己吃，挣不到什么钱，在外
打拼的老乡也很难尝到家乡味道。 ”11
月1日， 永州市零陵区大庆坪乡芬香村
的80后电商小伙唐辉龙正忙着给加工
好的土特产打包。

大庆坪乡芬香村位于零陵区西南
边陲， 距城区70多公里， 原为省级贫
困村。 村民多年来以传统农业种植为
生， 生产出来的农产品绿色健康。 但
苦于没有销售渠道， 这些“山货” 销
不出去。 从芬香村走出来的80后小伙
唐辉龙， 2006年首次试水电商， 多年
来积累了丰富的电商创业经验。 2017

年， 唐辉龙看准农产品电商发展前景，
注册商标“老芬香”， 依托零陵区的电
商平台、 物流配送、 农产品上行、 人
才培养和电商服务体系， 推介芬香村
的大庆坪腊肉、 芬香米酒、 芬香刀豆
等农产品， 并在村中开设村级扶贫服
务站， 让村民搭上电商快车。

据悉，2017年， 芬香村贫困人口年
平均收入增加到4000元， 实现了全村
脱贫摘帽。 村民们富起来了，“老芬香”
牌产品也越飘越远。

江永6万多亩香芋
喜获丰收

畅销香港、 澳门特区和越南、泰
国、新加坡等东盟国家

湖南日报11月5日讯 (记者唐善理 通讯员
陈健林)“村里的芋头开始采挖，由于品质好，一拨又
一拨客商闻香而来，产品畅销港澳和东盟市场。 ”11月
5日， 江永县千家峒瑶族乡凤岩山村蔬菜产业协会理
事长何先志告诉记者，在县纪委驻村扶贫工作队帮助
下，今年村里种植的3200多亩香芋喜获丰收，而且质
优价升。150户贫困户全部种植了香芋，仅此一项每户
预计可增加收入近2万元。

该县自去年成功创建国家级出口食品农产品
质量安全示范区以来，持续推出新举措，实施水旱
轮作，减少香芋病虫源，培肥香芋土壤。 与湖南农
业科学院合作进行香芋提纯复壮试验示范， 新建
无病毒种苗基地，实现种质提升、标准生产、品质
保障、增产增收。 同时实施有机肥替代化肥，强化
农业、物理、生物防治病虫，推广光伏诱虫灯杀虫、
斜纹夜蛾性诱剂杀虫、粘虫板杀虫，实现化肥农药

“零”增长，无杀虫剂投入。 此外,该县实施品牌化
经营，完善香芋质量安全追溯制度，重点基地安装
可视化设施设备，实行香芋种植全程监管。

目前，该县香芋每年约以5万吨的规模，畅销珠
三角，或通过东莞等地的桥头堡转销至香港、澳门特
区，远销到越南、泰国、新加坡等国。江永香芋获得国
家“绿色食品”认证、国家无公害产品认证。 今年，全
县发展香芋6万多亩，总产量10多万吨，产值达3亿
多元，涌现出1000亩以上的香芋专业村42个。

芬香山货触电“香”万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