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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日报记者 王溦 湖南日报记者 刘文韬

油茶碧透，橘柚飘香，鸭戏绿波，鱼游潭
底……仲冬时节，寒意渐浓，但地处湘南的临
武县却仍生机盎然。

靠山吃山。近年来，临武县在脱贫攻坚中
因地制宜，依托当地特色农业企业、专业合作
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以产业发展带动贫
困户增收，奏响扶贫帮困“大合唱”。

产业扶贫，贫困户实现稳定增收

茂林修竹边， 一群群鸭子在山塘碧水中
尽情嬉戏。这是记者近日在临武县2017年重
点产业扶贫（临武鸭）项目牛头岭养殖场看到
的热闹景象。

“通过养殖临武鸭，我不仅当了老板，还
收获了成就感、幸福感、安全感！”谈起自己的

“致富经”，今年41岁的养殖场老板陈道军言
语中溢满自豪。

陈道军一家5口，以前全靠他一人在外打
零工养家，收入仅能勉强维持生计。2016年，
县委、 县政府出台政策鼓励当地龙头企业带
领农民致富，他看好临武鸭的发展前景，一咬
牙找亲朋好友东拼西凑筹资10万元，购买了
1500羽鸭苗，建起了临武鸭种鸭场。

考虑到陈道军没有养殖经验， 为保障他
的利益， 国家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舜华
鸭业公司指定技术员跟踪服务， 实行标准化
管理，定期上门指导他如何科学养鸭，并建立
了临武鸭养殖疫病疫情、 自然灾害损失补偿
机制。 同时， 对他家种鸭所产的鸭蛋全部收
购，解决了销路上的后顾之忧。陈道军给记者
算了一笔账： 一只母鸭每年可产200多个鸭
蛋，可获纯利50多元。当年，除去人工成本，
陈道军的养殖场获得了6万元纯收入。

如今， 他养的种鸭已扩大到4000羽，预
计到明年3月，至少有15万元的收入。再依托

“水上养鸭水下养鱼”的混合养殖方式，算上
自己水塘里养的数千条鱼，收入20万元不成
问题。

目前， 临武鸭规模化养殖场共有236个，
分布在临武及周边10个县（市），带动了2000
多户农民摆脱贫困。此外，公司还主动承担临
武县820名贫困人口的脱贫任务，安排480多
万元资金， 支持这批贫困户以入股方式加入
临武鸭养殖专业合作社， 保证入社的贫困户
有20%的年度保底分红， 实现贫困农户伴随
产业发展同步增收。

临武县农业局负责人介绍，县委、县政府
对贫困户发展产业给予大力支持。 仅今年以
来，已拨付产业扶持资金2462万元，依托舜
华鸭业公司、土生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大
富科技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镇南夏古枣业发
展有限公司等当地特色农业企业， 发挥各自
产业优势，带动贫困户在临武鸭、生猪、肉牛
养殖和油茶、红枣种植等方面就业创业，开展
免费培训，提供产业技术支持，使上万名贫困
农户受益。

“家门口就业 ”，贫困人口
变身“产业工人”

“感谢公司给我就业的机会，使我既有了
稳定的收入，还方便照顾家人。”聊起现在的
生活， 舜华鸭业公司包装车间女工曾庆霞感
动不已。

现年39岁的曾庆霞曾是南强镇渣塘村的
建档立卡贫困户， 以前一家五口全靠其丈夫
一人打零工挣钱。后来，她丈夫不幸身患尿毒
症，家里生计的重担便落在了曾庆霞身上。

2015年， 舜华鸭业公司在县里招收工
人，并优先贫困户。曾庆霞应聘成功，进入了
公司。 经过企业文化、 工作技能等各项培训
后， 她被安排在包装车间上班， 平均月收入
3600多元。此外，公司还为她办理了各种保

险，并且每年有2000元的贫困补助。如今，曾庆
霞家已顺利脱贫。

在舜华鸭业公司，有1600多名像曾庆霞这
样的农村妇女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一人就业，全家脱贫。近年来，结合农业新
型经营主体的快速发展，临武县力推“公司+贫
困户”“合作社+贫困户”等帮扶模式，帮助贫困
户就近就业， 实现稳定增收脱贫。 目前， 该县
866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已覆盖全县31个省级贫
困村和58个面上贫困村，有5000余贫困人口在
合作社、家庭农场上班务工领工资，使贫困人
口成为新一代产业工人，实现脱贫。

捐资帮困，展现企业社会责任

今年10月17日， 是我国第五个扶贫日。在
临武县委、县政府主办的“关爱贫困家庭，助力
脱贫攻坚”扶贫日活动中，万荣达舜、舜华鸭
业、正邦养殖等企业慷慨解囊，捐赠扶贫资金
228.98万元。

脱贫攻坚不仅是政府的责任，也是企业的
责任。为激励企业积极参与扶贫工作，临武县
财政每年安排6000万元，在品牌创立、园区建
设、基地建设等方面对企业给予扶持。各龙头
企业也积极捐资反哺社会，帮助解决贫困村基
础设施建设、贫困学生就学等问题。

2016年， 为解决贫困户子女上学就餐问
题， 舜华鸭业公司成立了舜华教育助学基金
会，每年安排助学资金50万元，给临武县一中
300名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发放每月300元的
生活补贴，让他们在学校食堂可以吃上更丰富
的饭菜。此外，公司积极参与“千企帮千村”行
动，近两年来共捐资近183万元，帮助8个贫困
村改善基础设施。

临武县扶贫办负责人介绍， 近两年来，该
县已有22家龙头企业共投入资金526.6万元，结
对帮扶25个贫困村，有效解决了贫困村发展建
设中的难题。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记者 严万达 通
讯员 兰季轩 杨雄春）12月16日， 记者从蓝
山县配合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协
调联络组了解到，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对湖
南开展“回头看”以来，蓝山县坚持立行立改，
精准追责，目前已有27人被问责，相关问题整
改正加速推进。

11月2日以来， 蓝山县接到中央生态
环保督察组转办的涉及1个屠宰场、4个乡
镇养猪场的环境举报问题线索后，立即组
建县镇村三级联合调查组开展调查和核
实，对每一条群众举报线索实行“点穴式
核查、销号式管理”，并严格依法依纪对有
关查实的问题启动追责 。 由于整改不到

位，该县对包括县、镇、村干部在内的27名相
关责任人进行问责，其中对12人实行诫勉谈
话，15人进行约谈， 确保环保问责“拳拳到
肉”。

“我们追责的‘板子’不会一打了之，目的是
希望通过精准追责倒逼环保责任进一步压实，
确保环保问题得到有效防治。”蓝山县纪委监委
有关负责人表示，该县将继续对环保领域实行
真追责、严追责和终身追责制，构建责任单位既
各负其责又共同发力的大环保格局，确保湘江
源头“漫江碧透”。

奏响扶贫帮困“大合唱”
———临武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扶贫“生力军”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 （记者 施泉江
通讯员 吴丹 杨洋）“消控室值班员在岗在
位吗？”“防火卷帘能放下来吗？”“会组织人
员疏散吗？”……为切实做好冬季火灾防控
和圣诞、元旦两节消防安保工作，目前，株
洲消防支队派出12个检查组，深入消防安
全重点单位、 人员密集场所、 夜间营业场
所、城市综合体等，集中开展夜查行动，排
查火灾隐患。

检查人员重点查看了各单位的消防安
全责任是否落实， 消防设施设备是否正常
运行，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是否畅通，电气
线路架设、电气设备使用是否规范，是否采
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 员工是否掌握基本
的消防安全知识， 微型消防站是否具备联
勤联动和扑救初起火灾能力等情况。 夜查
行动共检查了107家单位， 排查火灾隐患
133处。

株洲消防集中开展夜查行动
排查火灾隐患133处

环保“犯迷糊”被问责
蓝山27名干部“挨板子”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 （记者 鲁融冰
通讯员 吴林芳）昨天上午，常德市公安部
门在柳叶湖白石村境内， 对收缴来的一批
战争遗留爆炸物和1.6万多枚过期工业雷
管进行了集中销毁。

据悉， 这次集中销毁的战争遗留爆炸
物共有166件，其中51件为废旧炮弹，是近
年来陆续在建筑工地、水塘、农田中发现并

收缴的。除了榴炮弹、山炮弹、手雷等，还有
常德会战期间，日军空投但未爆炸的9枚航
空炸弹，单枚重约200公斤。

常德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些战
争遗留爆炸物虽然锈迹斑斑，但爆炸威力惊
人，且性能极不稳定。为确保安全，在销毁现
场，警方聘请专业技术人员实施爆破，还抽
调了100余名民警负责安全保卫工作。

常德销毁一批战争遗留爆炸物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 （通讯员 艾春
望 记者 李治）“多亏有了片区协作， 前后
仅20天时间就查清了问题， 办结了案件，
赢得了群众点赞。”前不久，谈起刚查办的
社区违规发放津补贴案， 长沙县黄兴镇纪
委书记章汉湘深有感触。

不久前， 章汉湘接到某社区违规信访
举报，由于人手不足等原因，谈话、取证工
作进展缓慢。掌握情况后，长沙县纪委监委
启动执纪审查调查片区协作机制， 明确由
第二纪检监察室牵头， 组织片区内单位全
面调查。 通过片区协作审理，3名社区干部
受到了党纪处分。

长沙县今年创新纪检监察一体化片区
工作模式，有效破解了镇街纪（工）委工作

力量不足、业务不熟、抹不开情面的问题。
该县纪委监委将14个机关室部、13个派驻
纪检监察组、4个派出纪工委、18个镇（街）
纪（工）委，划分成6个片区，对重点案件和
工作开展协作。同时，在全县积极探索实行
村级纪检小组与村（居）务监督委员会合署
办公，成立村（社区）纪检监督小组200个，
打通监督“最后一公里”。

“一体化建设织密了横向到边、纵向到
底的监督网络，形成了指挥有力、协作紧密、
联动高效的工作格局，让监督更有力，履职
更高效。”长沙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胡维龙
介绍，1至11月，该县各级纪检监察组织共处
置问题线索1098件次，谈话函询323人次，立
案328件，其中副科级以上干部27人。

长沙县：片区协作助推纪检监察一体化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记者 陈勇 通
讯员 谭美花）12月18日，湖南省养老服务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长沙成立。

截至2017年底，我省60岁以上老年人
口为 1245.87万 ， 占常 住 人 口 比 例 为
18.16%，比全国高出0.86个百分点。我省人
口老龄化加速发展，养老服务需求旺盛，但
养老服务和管理却缺乏统一规范的质量标
准与评价体系。为了改善这种状况，省民政

厅联合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省卫健委等单
位，汇集养老方面的专家教授、企业工作者
等， 成立湖南省养老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 该组织的主要职责是宣传贯彻国家和
我省养老服务标准， 为全省养老服务标准
化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授权制修订本专业
的标准， 向国家或省标准化主管部门提出
标准制修订建议； 对重要标准实施成效进
行评估等。

省养老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