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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奉永成

1月23日， 在省农村工作会议
上， 新晃侗族自治县华南村被授予
湖南省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 这是
新晃侗族自治县唯一获此殊荣的乡
村。

1月27日， 记者来到华南村。冬
日暖阳下，村民们脸上洋溢着笑容，
一批批山货打包待运， 依托电商平
台销往城市餐桌……

一年前， 华南村还是远近闻名
的贫困村。一年来，华南村在湖南日
报社驻村工作队的帮扶下， 奋力攻
坚，通过设立“垃圾银行”，发展电商
产业，激发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成
功逆袭，不仅脱贫摘帽，还一举登上
全省“美丽乡村”榜单。

除陋习换新颜———
“垃圾银行”变废为宝

春节临近， 华南村回家过年的
村民越来越多。

1月27日，村民吴日军从广东回
到村里，在村口，他随手将烟头丢在
地上， 一旁的贫困户吴晓辉立即捡
起来，放进就近的“垃圾银行”，并告
诉吴日军，烟头放进“垃圾银行”就
可变废为宝。吴日军听后，尴尬地搓
搓手，羞红了脸。

华南村是典型的少数民族村，
全村1316人，80%以上为侗族；也是
省级深度贫困村， 至2017年底尚有
建档立卡贫困户103户397人。

去年3月，湖南日报社派出工作
队驻村帮扶，走访中，工作队发现，
华南村民风淳朴，但陈规陋习较多，
乱扔垃圾的现象尤为突出。

工作队决定从破除陈规陋习，
创建美丽乡村入手，“垃圾银行”应
运而生。“垃圾银行” 配合乡村清爽
工程，与“道德模范评选”“文明卫生
小组评选”“文明卫生家庭评选”等
活动相互激励，建立兑换制度，引导
村民将烟头、纸箱、矿泉水瓶、易拉
罐等垃圾分类整理， 存进“垃圾银
行”，达到一定量后，可兑换米、面、
油、洗衣粉等居家实用物资。

“垃圾银行”设立之初，一些村
民并不配合。 贫困户吴金梅习惯将
垃圾扔到门前的水沟里， 一个月下
来，她存进“银行”的垃圾屈指可数，
在当月的“文明卫生家庭评选”中，
位于末位。 看到其他村民家挂起了

“文明卫生家庭”牌，还兑换了米、油
等物资，吴金梅既羡慕又羞愧。第二
个月， 她不仅主动将自家垃圾分类
存进“垃圾银行”，还当起了“垃圾银
行”的宣传员。

“垃圾分类存‘银行’，我们村的
环境卫生比城里还美。”吴金梅说。

山货出深山———
村民收入猛增长

“年前30只羊全部卖完了，纯收
入超过1万元。”谈起去年的收入，华
南村贫困户吴承林笑容满面。

拔穷根， 发展产业是根本。“垃

圾银行”破除了村民的陈旧思想，提
振了村民的精气神， 驻村工作队因
势利导，制定华南村三年帮扶规划，
成立华南村真诚种养专业合作社和
怀化画眉有限责任公司， 引导村民
发展产业，脱贫致富。

贫困户吴从海带领儿子儿媳妇
回村办起养鸡场， 去年出售跑山鸡
10000羽，纯利20余万元，全家荣获
2018年新晃脱贫致富光荣户。

村里养殖能人姚沅桢原本在外
开办养殖场，工作队动员其回村里发
展，建设标准化黄牛养殖基地，每年
可出栏地理标志产品———新晃黄牛
150头，带动32户贫困户脱贫致富。

去年11月份，华南村的产业发展
已初具规模，产业路子对不对，市场
说了算，为了防止丰产不丰收的情况
发生，工作队创新探索出“节会+电
商”模式，利用华南村“画眉鸟之乡”
的优势，搭建节会和电商融合平台，
助推山货出深山，走向市场。

新晃光芒电商与华南村真诚种
养专业合作社“联姻”，利用“画眉鸟
节” 平台， 推出丰富多彩的线上活
动， 有力助推了华南村的农产品销
售。去年，华南村线上销售农特产品
近百万元，全村319户村民户均年增
收3000余元。

扶技扶业———
“我要脱贫”

腊八节过后，华南村贫困户吴树
辉越发忙碌。 华南村生态环境好，村

民们种植的无公害蔬菜很走俏，订单
一直不断，吴树辉忙着打包发运。

吴树辉一家七口人， 因缺少技
术而致贫。去年，工作队邀请吴树辉
参加种植和养殖培训班， 掌握技术
后，吴树辉积极发展养殖业，家庭年
纯收入超过4万元，全家脱贫摘帽。

华南村在脱贫攻坚过程中，注
重培育贫困群众发展生产和外出务
工的基本技能， 支持贫困群众通过
自己辛勤劳动脱贫致富， 巩固脱贫
成效。

村里还开发河道清淤、 环卫保
洁等生态公益性岗位， 帮助贫困村
民增加收入。65岁的贫困户吴日忠
成为村里的环卫保洁工， 全年纯收
入超过1.5万元。

贫困户姚群英离异后， 独自带
着孩子生活， 去年通过外出务工一
举脱贫摘帽。

“我要脱贫!”
以前，贫困户这顶“帽子”，不少

村民抢着戴，现在主动申请摘。
去年7月至9月， 华南村包括吴

树辉、吴日忠、姚群英在内的9户建
档立卡贫困户陆续递交了申请书，
自愿提前脱贫。去年底，全村整体脱
贫摘帽，贫困发生率降至0.91%。

如今，在华南村行走，一幅环境
整洁、风光旖旎、舒适宜居的现代新
农村画卷徐徐展开在眼前： 通村公
路全面硬化，村容村貌干净整洁；孩
子们在画眉广场、 亲水平台追逐嬉
戏，村民们在风雨桥上尽情斗鸟，幸
福的华南村正进入春节模式。

华南村：脱贫摘帽展新姿 湖南日报1月28日讯 （记者 李
国斌 通讯员 翟安）“没想到这些被
骗的钱还能追回来，我要为长沙公安
民警点个赞。” 长沙高新区居民刘先
生拿到538万元被骗款后激动地说。
1月25日，长沙市公安局举行电信网
络新型违法犯罪案件冻结资金集中
返还仪式， 向12名受害群众返还被
骗资金1000余万元。

据介绍，2018年长沙市打击治理
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中心（简称“反
电诈中心”）全力追赃挽损，全力预警
劝阻， 遏制电信网络犯罪发展蔓延势

头。同时，建立并不断完善电信网络诈
骗案件接警止付、涉案资金快查快冻、
被骗赃款原路返还等一系列新举措、
新机制，进一步加强与人民银行、银监
部门以及各商业银行、 第三方支付机
构沟通协调，打通冻结资金返还渠道。

据统计，2018年长沙公安机关
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1326起，
同比上升247.1%； 刑事拘留641人，
同比上升 97.2% ； 止付涉案资金
5592.7万元，返还2100多万元；精准
劝阻正在被骗市民9623人次， 挽救
被骗资金5170万余元。

长沙公安集中返还
电信诈骗案件冻结资金

湖南日报记者 鲁融冰
通讯员 骆韶宏 王国政

1月24日，春节临近，汉寿县龙
潭桥镇唐家桥村的菊花加工车间
里，村民们将烘干的菊花进行挑拣、
包装，干得热火朝天。

唐家桥村原是省级贫困村，基础
差、底子薄。2015年，村里有建档立卡

贫困户57户214人， 村集体经济收入
不足1万元。2016年，在常德市委驻村
扶贫工作队指导下，村里决定因地制
宜发展特色产业，壮大集体经济。

2017年11月， 村党总支决定发展
成本低、效益好的菊花产业。很快，村里

引进优质种苗及相关技术， 流转土地
50亩作为种植基地， 并成立了心运菊
花种植专业合作社。期间，常德市委组
织部等后盾单位及驻村工作队为村里
争取产业开发资金150多万元。2018年
10月底，菊花加工车间竣工投产。

2018年， 唐家桥村种植的菊花
喜获丰收，总产量在1500公斤左右。
经加工包装，制成了色泽鲜艳、口感
清爽的金丝皇菊。

村党总支书记黄松柏告诉记
者，2018年村里菊花收入可达70多
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可达25万元。
前不久， 通过县里验收与常德市核
查，唐家桥村退出贫困村序列。

“金菊”铺就致富路

湖南日报1月28日讯 （记者 李
秉钧 通讯员 谭智莉 郭素防）“张进
5000元， 骆福才5000元， 黄信贞
5000元……”1月20日， 桂东县桥头
乡政府会议室里，暖意融融。领回建
房保证金的群众，人人脸上洋溢着喜
悦的笑容。

当天上午，桂东县纪委县监委在
这里举行会议， 现场返还群众涉案资
金。扶贫领域“一季一专题”集中治理
推进会同时举行。 这次推进会将桥头
乡规建办主任胡年丰挪用的33.5万元
建房保证金，全部退还给67户群众。

原来，胡年丰在担任桥头乡规建
办主任期间， 于2017年7月至10月，
分22次挪用建房户保证金33.5万元
用于个人支出。今年1月18日，胡年
丰受到降低岗位等级处分。违纪资金
已全部追缴并退还给群众。

据悉，2018年以来，桂东县扶贫领
域反腐力度加大，共立案70件，给予党
纪政务处分70人， 移送司法机关7人，
追缴资金286万余元，返还群众资金41
万余元， 返还村集体资金8万余元，坚
决做到追缴清退违纪资金应退尽退，
确保被“拔了的毛”一笔一笔还回去。

湖南日报1月28日讯（记者 宁奎
通讯员 王辉）近日，在桑植县芙蓉桥
白族乡唐家山村举行的公益林补偿
款清退现场，村民王某拿着4000多元
现金，脸上乐开了花。这是该县开展扶
贫领域“清风行动”的一个场景。

去年来，桑植县各级纪检监察组
织启动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清风
行动”， 聚焦危房改造、 易地扶贫搬
迁、林业惠农补助资金、产业扶贫等

重点领域，对扶贫工作中存在的腐败
和作风问题进行“大问责”，严防扶贫
“奶酪”被蛀虫“啃噬”。

2018年以来，“清风行动” 共发
现问题线索219个，通过约谈、诫勉
谈话等方式组织处理128人，立案99
件，结案94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94
人，移送司法机关1人；收缴扶贫领域
腐败和作风问题违纪资金114.69万
元，退还群众资金42.12万元。

桂东县扶贫领域反腐力度加大
去年返还群众资金41万余元

桑植县严防扶贫“奶酪”被“啃噬”
去年以来收缴扶贫领域违纪资金114.69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