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喜气洋洋分新房
12月5日， 双峰县井字镇机关会议室， 贫困户抽到房号后喜笑颜开。 当天， 该镇举

行莲花山集中安置点第二期安置房分配仪式， 88户332人易地扶贫搬迁对象通过现场公
开抽签的方式分到了新房。 至此， 该镇305户743人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对象都分配
到了新房。 李建新 摄

� � � �湖南日报12月5日讯 （记者 鲁融冰
通讯员 曾宪红 杨鹏）近日，记者在汉
寿县朱家铺镇马家村看到， 村民朱师
傅通过“云农场”村级服务站，很快为
自家的10只土鸡找到了买家。 这是该
县民政局驻村工作组借助“互联网+农
业”的产业模式，引导该村打造的一条
农特产品产销一体的致富链条。

马家村由三村合并而来， 农户收
入来源主要靠种田，属典型的贫困村。
近年来， 县民政局驻村工作组会同有
关部门积极作为， 使马家村逐步实现
由依靠“输血”扶贫，到内部“造血”脱
贫的转变。 坐落在马家村槐树组的湖
南众肴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作为，就
是一个很好的印证。

作为村里脱贫攻坚重点主导产业
项目， 该公司项目一期工程建设投入
4000万元， 建成了国际智能化的蛋
鸡养殖场、 有机肥厂和大棚水果种植
基地， 常年存栏蛋鸡20万羽， 日产鲜
蛋10吨， 年产值1.5亿元。 并与广大
贫困户建立利益链接机制， 流转土地
428亩， 涉及到贫困户22户， 平均为
每户年增收3万元左右。

扶贫期间， 驻村工作组累计投入
60万元， 用于硬化道路、 改造电网，
安装路灯， 优化了群众生产生活环
境。 同时， 积极为村民开辟增收门
路， 试种经济果树黄桃50亩， 采取集
体管理、 贫困户分红的方式， 实现多
方受益。

优环境 兴产业
马家村脱贫有“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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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肖剑华

“这4头牛就是我家里的‘钱袋子’，现在
家里的开销靠卖牛支撑， 上个月刚卖了一头
牛，收入5000多元。”12月2日，艳阳高照，邵阳
县长阳铺镇新立村村民马玉艳一边给牛儿喂
草，一边向记者介绍。

马玉艳今年74岁， 前几年丈夫因病去世

后，她和自己的智障儿子相依为命。 看着40多
岁的儿子还像个孩子样，马玉艳满脸忧愁。

新立村是邵阳县两个回族村之一，养羊
放牛是该村的传统产业， 特别是该村熏制的
“回民牛肉”， 在周边乡镇及邵阳市区久负盛
名。 今年3月，邵阳县民政局工作队进驻该村
开展帮扶工作，瞄准这里的民族特色产品，着
力发展回民香油、回民炸豆腐、回民牛肉制品

等特色产业。 在工作队帮扶下，马玉艳今年养
了5头牛、13头羊，效益不错。

“我们村的口碑就是‘回民牛肉’，养牛根
本不愁销。 ” 新立村民族组贫困村民海军民
说，他今年养了21头牛，已宰杀10头，获利3万
余元，甩掉了多年的“贫困帽”。

据了解， 今年新立村共发展养牛175头，
有26户79名贫困村民将依托养牛实现脱贫。

精准扶贫在三湘

养牛圆了“脱贫梦”

湖南日报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吴章松 钟铖

12月5日，天气湿冷，平江县瓮江镇腾云
村村委会却热闹非凡。

村委会前坪摆满了家禽、蜂蜜、红薯干、白菜
等农产品，村民们忙得不亦乐乎。 驻村扶贫单位
新天地集团与村委会举办的农产品交易会在这
里举行。 新天地集团及旗下企业派出代表前来采
购农产品，看着自家养的鸡鸭、种的红薯变现成
了钞票，村民们个个脸上都笑开了花。

新天地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陈纪明表
示，举办交易会主要是为了解决因地域闭塞、
产销脱节造成丰产不丰收问题， 把老百姓辛
辛苦苦的劳动成果， 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真金
白银，助力村民脱贫致富。

贫困户向杭生的茶叶、 鸡鸭及红薯粉等
卖了5000多元，他拿着厚厚的一叠钞票，脸上
的皱纹里的都嵌着笑。“本次农产品交易会，
村民准备了茶叶、鸡鸭、腊肉、豆制品等农副
产品。 ”新天地集团驻腾云村扶贫队队长谢平

安介绍，一个上午，现场的农产品销售一空，
村民们共计收入17.8万元。

自2015年与腾云村“结亲”以来，新天地
集团先后投入资金1200多万元（含争取政策
资金400多万元）， 完成了村部改造、 公路建
设、水利建设等项目；并坚持以产业项目推动
脱贫致富， 将产业单一的水稻种植向特色种
植、生态养殖产业纵深发展，村民的生活条件
明显改善， 建档立卡贫困户从2015年205户
213人下降到11户30人，脱贫率达95%。

� � � � 湖南日报12月5日讯 (记者 姜鸿丽
通讯员 覃正文 杨欢) 连日来， 常德市纪
委驻市经信委纪检监察组奔波于各区县
（市）， 核查全市全民创业、 战略新型、
中小企业等项目资金申报、 审批和使用
等环节， 加强廉政风险防控。 这是驻经
信委纪检监察组完善风险防控， 管好工
业项目资金的一个缩影。

今年以来，驻经信委纪检监察组结合
该市经信委OA系统，利用电子监察手段，
对项目资金运转环节进行全方位的实时

在线监督，构建完善风险防控、责任落实
预防和惩处长效机制。 该纪检监察组还建
章立制，完善了《工业项目专项资金管理
的若干原则意见》，严把项目资金申报关、
审批关和使用关， 全程监管项目资金使
用。 与此同时，发放上千份调查问卷向企
业征求党员干部评价意见，促使干部廉洁
自律。

今年以来， 该纪检监察组共对200多
个项目、1.2亿元项目资金进行了全方位监
督，无一例违纪违规行为。

� � � � 湖南日报12月5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陈斯哲 何星辉 ）近日，新田县陶
岭镇邝胡社区村支“两委”虚开卫生费解
决6000余元招待费,在村务监督月例会上
被村务监督委员会驳回，6名村干部还被
镇纪委诫勉问责。

今年，新田县在全县所有行政村（社
区） 由群众选举产生村务监督委员会，负
责对村级财务、集体公益事业建设、惠农

资金发放和干部廉洁自律情况等村务大
事，进行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监督，有
效预防“微腐败”问题发生。

大坪塘镇大冲村向上级部门申请一
笔扶持资金， 用于村内公厕改造， 前期
预算70400元。 验收时承包方拿出85170
元的工程决算， 村务监督委员会进行再
审核， 最终确定工程款为72573元， 避免
了1万多元的集体资金流失。

常德工业项目资金严把“三关”

新田“村监委”有为有位

家门口的“交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