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黄巍
通讯员 米承实 李佑群

1月31日下午，辰溪县后塘瑶族乡
莲花村村民舒三月将一面写有“拾金
不昧，品德高尚”字样的锦旗，送到了
该乡二塘村村民叶天香手上， 感谢她
拾金不昧。

事情得从去年12月17日说起。 这
天11时许，72岁的叶天香锄油菜回家，
经过后塘加油站三岔路口时， 捡到一
叠钱，她仔细数了一下，共3000元。

“丢钱的人心里急， 肯定会回来

找。 ”叶天香心想，于是她坐在距捡钱
地约100米的农资店等失主。

过了约20分钟，三岔路口来了一
位体态偏胖的妇女，她满面愁容，说丢
了一笔钱。

经询问得知， 丢钱的妇女叫舒三
月，是莲花村人，她家正在建新房。 当
天， 舒三月借了3000元准备付水泥
款。

确定钱是舒三月掉的， 叶天香把
钱还给了她。拿着失而复得的钱，舒三
月连声道谢， 并拿出400元酬谢叶天
香。

“她家在建房，这钱都是借的，真
不该收她的钱。 ”回到家里，叶天香将
捡钱的事和老伴陈承琼说了， 觉得酬
金不能收，感到很愧疚。陈承琼也觉得
不妥。 于是，老两口决定退钱，并向熟
人打听舒家情况。据了解，舒三月是一
个孝顺媳妇，她和丈夫本来在外打工，
7年前为照顾患病的公公回了乡。舒三
月家境并不宽裕，建房欠了10多万元
债，小孩读书也要钱。

怕舒三月误以为自己嫌酬金少，
叶天香将400元钱交给村党支部书记
舒常， 由他帮忙退给了舒三月。 这让
舒三月一家十分感动， 决定上门致
谢， 但因建房脱不开身。 新房竣工
后， 舒三月马上制作了一面锦旗，送
到叶天香家。

� � � �湖南日报2月1日讯 （记者 李秉
钧 通讯员 唐志卓）“款拨付到位后，
我们首先拨付了60多名农民工1月份
的工资， 没拖欠一分钱。 ”1月31日，
S212线安仁县军山段大修项目施工
方负责人介绍， 该项目属政府性投资
项目，县财政每拨付一笔款项，都会对
农民工工资支付进行核查， 倒逼用工
方及时支付农民工工资。

从去年10月开始，安仁县全面开展

农民工工资清欠行动， 组织县财政、人
社、住建等相关职能部门及项目责任单
位， 对全县300多个项目进行地毯式摸
排，列出农民工工资兑付清单。 其中，对
160多个政府性投资项目， 县里积极筹
集资金，确保资金来源有保障，对符合
支付条件的款项加快审核拨付财政资
金，及时支付，加快政府工程项目预算
执行进度，防止出现因财政资金支付不
及时，造成政府工程拖欠农民工工资现

象。 县财政集中支付政府性项目工程款
时，分两批进行，第一批兑付的60%汇缴
县人社局指定账户，保证农民工工资兑
付，第二批兑付款经人社局签署未拖欠
农民工工资的意见后再予拨付。 目前，
该县已先后发放农民工工资1.2亿元，实
现“零拖欠”，让农民工安心过年。

同时，针对民间投资项目，该县强
化劳动保障监察日常执法， 及时纠正
欠薪问题和消除欠薪隐患。 对拒不支
付或恶意欠薪产生恶劣影响的案件，
依法从重从快打击， 将其不良行为记
入企业信用档案。通过4个月来的农民
工工资清欠行动，该县1万多农民工节
前领到了工资。

� � � � 湖南日报2月1日讯 （记者 蒋睿
通讯员 周玉婷 陈津津 ）1月29日上
午，在湘潭高新区双马街道法华村，由
村干部、保洁员、党员、群众组成的清
洁队伍正忙着清扫村级主干道等公共
区域。村干部许卫兵说，自今年开展村
庄清洁行动以来，村里掀起了“村村户
户搞清洁”的热潮，村庄环境也越来越
好。

许卫兵口中的村庄清洁行动，是
湘潭市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所采取的一项举措。 今年1月，湘潭
市下发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
洁行动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决定在全市开展以“清洁村庄助力乡
村振兴”为主题的环境卫生整治工作，
预计2019年投入1.4亿元整治资金，把

村庄清洁行动贯穿到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的始终。

《方案》下发后，湘潭市各县（市、
区）、乡镇、村纷纷抓住春节这一节点，
带领村民集中开展卫生大扫除、 大清
理、大整治。 随后，雨湖区鹤岭镇龙安
村、岳塘区荷塘街道荷塘村、湘潭县乌
石镇天龙村、湘乡市月山镇新桥村、韶
山市杨林乡石屏村等率先开展村庄清
洁行动。 村干部带头上阵，上门发放文
明乡村建设宣传单，巾帼志愿者
指导农村妇女开展环境卫生整
治，村民自发加入清洁队伍……
短短两天时间，湘潭市多个乡镇
的路面、田野变得干净整洁，村
容村貌大幅改善。

据了解， 自2016年湘潭市

启动“精美湘潭·美丽乡村”行动以来，
已完成村庄规划56个， 拆除违章建筑
和破败空心房约2.5万平方米，人居环
境明显提升。 其中，韶山市连续3年被
评为省级美丽乡村先进县（市），湘潭
县、雨湖区分别于2017年和2018年获
此殊荣。 截至2018年，湘潭市共有117
个村开展美丽乡村示范创建，32个村
被授予“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称号，
美丽乡村建设跨入全省先进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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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2月1日讯(见习记者 蒋茜
通讯员 谢万波 周德珠)2月1日， 道县
濂溪大洞供港蔬菜基地， 菜农黄日中
正麻利地采摘着芥蓝。 他告诉记者：
“这些新鲜芥蓝7个多小时可抵达粤港
澳地区， 第二天清早就会出现在各大
超市的货架上。 ”2018年，道县积极对
接粤港澳市场， 打造农副产品快速通
关口岸，全县外销蔬菜种植面积约6万
亩，年产量超42.5万吨，年产值约8.7
亿元。

近年来， 该县充分发挥区位优势
和资源优势，对接粤港澳市场实施“菜
篮子”战略，大力发展精品农业，打造
集种植、加工包装、出口销售于一体的

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通过引进原
地正禾农场，道县投资5000多万元，建
成占地面积5380亩的濂溪大洞供港蔬
菜基地，辐射带动周边3个乡镇13个行
政村发展蔬菜种植5000余亩。 该农场
年产蔬菜超1.5万吨， 年产值约1.25亿
元，带动500余名劳动力就业。

为适应市场需求， 道县还积极选
用形状新颖、品质优良、口味独特的蔬
菜品种，如芥蓝、奶白菜、白苋菜等。截
至目前，该县已有6个品种顺利通过无
公害认证,7个品种顺利通过绿色蔬菜
产品认证。 同时,严格把关品质，在种
子选取、化肥和农药用量、检验检疫等
环节，均建立品质追溯体系，集成应用

喷灌、漂浮育苗、测土配方施肥等先进
技术。

该县积极搭建农副产品快速通关
口岸。2018年7月，湖南农副产品集中验
放场暨永州公路口岸在该县投入使用，
永州的货车经该口岸查验封施后，在深
圳文锦渡口岸即可“零等待”直通港澳，
缩短运输时间近4个小时。此外，道县还
依托这一平台， 开通港澳直通车15台，
申报设立13000平方米公共保税仓。

“眼下正是芥蓝和迟菜心成熟的季
节，我们每天都有30多吨蔬菜卖到粤港
澳。 ”原地正禾农场负责人邓小明告诉
记者，道州蔬菜口味好，且安全可靠，每
每一配送到超市，就被市民抢购一空。

优化人居环境，开展村庄清洁行动

洁净乡村家园新

精细种植 快速通关

蔬菜热销粤港澳

3000元引出2位好人

� � � � 湖南日报2月1日讯（通讯员 张正吾 郭宏亮）
“感谢政府举办招聘会，帮我在家门口找了个好工
作。”1月31日，桃江县牛田镇三塘湾村青年妇女莫
喜明高兴地说。

当天，桃江县举办“迎新春———春风行动”企
业用工招聘会，口味王、新兴管件、福德电气等88
家企业进场招聘，共提供就业岗位9000多个，1万
多人进场求职， 其中3118人当场达成聘用意向。
以前在长沙打工的莫喜明， 这次与县城一家企业
达成用工意向协议，包吃包住，月工资加补助可达
4000元，还能照顾家人，她非常满意。

桃江县人社局局长徐灿红介绍， 桃江是劳务
输出大县，近年来许多农民工返乡，迫切要求在家
门口就业。 为此，该县利用春节前这段时间，做好
宣传引导与服务工作。 除组织用工企业举办招聘
会， 还帮助准备回乡工作的在外务工人员转办养
老保险等手续， 并设法解决其住房及子女就近入
学等问题。

同时，桃江县人社、扶贫等部门组织开展就业
精准扶贫行动， 为求职者建档立卡贫困户免费提
供职业技术培训，并帮助推荐就业。 2010年以来，
该县已举办“春风送岗位———精准扶贫”招聘会89
场，提供就业岗位11.8万多个，为企业解决用工近
5万人次。

帮助农民工家门口就业
桃江送9000多个岗位

迎新春

� � � �湖南日报2月1日讯（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孙存准 杨祝学）1
月31日，冷水滩区楚江绿树拥岸、蜿蜒流淌边，该区岚角山
街道楚江圩社区的60多名党员先锋队和居民志愿者， 赶在
春节前集中开展一次村庄清洁行动。 今年以来，永州市全力
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行动，让爱干净成为时尚，
让搞清洁成为自觉，乡风文明建设出现新风貌。

永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
行动工作，出台实施方案，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并举行启动
仪式。 各县区及时召开专题会议进行研究部署，层层传导压
力。 目前永州形成市、县、乡、村、户共同推进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村庄行动的强大合力。 各地按照“市统筹、县主导、乡主
责、村主抓、户主体”的工作要求，开展集中整治行动，重点
清理农村生活垃圾、 村内塘沟和畜禽养殖粪污等农业生产
废弃物，改变影响农村人居环境的不良习惯。 永州还利用春
节前农民工返乡、学生回村的有利时机，大力倡导村村户户
搞清洁，干干净净迎春节。

永州各地农村形成主动清洁、你追我赶的浓厚氛围。 去
年12月以来，全市清理垃圾7.02万吨，清理塘沟2.47万处，清
理农业生产废弃物2.07万吨， 农村改厕5.96万户， 农村改圈
（栏）37.69万平方米，拆除空心房2.1万间，面积75.7万平方米，
新增村庄绿化面积65.54万平方米。

永州 村庄清洁行动
风生水起

安仁清欠行动实现“零拖欠”
1万多农民工领到工资过新年

� � � �湖南日报2月1日讯 （记者 周俊 通讯员 曾
阳剑 曹小虎）1月29日， 涟源市各快递企业代表
从市委政法委和团市委负责人手中接过“平安志
愿者”红旗。 至此，全市1000余名“快递小哥”变身
城市平安的守护者。

近年来，在构建多元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工
作中，涟源市着力发动社会力量参与，引导和组
织各专业协会、社会组织、青年团体加入“平安志
愿者”队伍，共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涟源市依托
“快递小哥”队伍庞大、穿街走巷、与群众联系密切
等特点，发动“快递小哥”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
法规，争做文明表率；向群众宣传安全防范知识、
派发宣传资料；了解并收集可能危害社会治安的
信息和情报， 发现并举报违法犯罪行为线索；主
动向群众提供志愿者服务。

同时，涟源还为“快递小哥”量身打造了保障
措施，向志愿者代表发放“平安礼包”，为志愿者提
供免费法律援助，为他们提供人身安全保险。 全
市快递行业中掀起了争当“平安志愿者”和“文明
快递员”的热潮。

涟源：快递小哥变身
“平安志愿者”

� � � �湖南日报2月1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章澜）新春
佳节来临之际，人们忙着购买年货，各类违法、犯罪分子也
趁机作乱行骗，值得公众谨防。 近日，永州市公安、工商等部
门，就查获数起借“厂价直销”“新产品推广”“免费抽奖”等
名义，忽悠消费者高价购买商品或进行诈骗的案件。

1月14日，江永县允山镇赶集，从广东返乡过年的何某
见集市上有“免费抽奖”活动，奖金300至20元不等，还有打
火机、牙刷等奖品，只有抽到“洗发水”时，才要求以40元的
价格购买一瓶洗发水。 正好这时2人先后中到现金大奖，从
摊主手中领到了奖金。

在“围观群众”的怂恿下，何某抽奖4次，全部中“洗发
水”奖，花160元买了4瓶洗发水回家。事后，何某发觉上当受
骗，向公安机关报警。

经查，该团伙6人分别扮成摊主、中奖者、围观群众等角色，
专门在农村集市摆摊诈骗。 据他们交代，洗发水的进价仅3元。

1月20日，有人在永州市冷水滩区某商业广场前搞“厂
家新商品推广” 活动， 消费者购买一张价值1600元的学习
卡，可免费获赠一台平板电脑。 一旁的“热心人”还主动向大
家介绍自己的孩子用学习卡学习后，学习兴趣大增，成绩从
倒数几名上升到前3名。 于是，有不少人购买学习卡，其中大
部分是返乡陪孩子过年的家长。

事后， 大家才发现免费赠送的平板电脑用起来“很垃
圾”，学习卡没有销售人员吹嘘的功能，学习卡加平板电脑
价值不超过800元。

有关专业人士提醒公众，消费一定要理性。 新春佳节大
家购物，对“免费抽奖”“厂价直销”等“价廉物美”“大概率中
奖”常常未能多加思考。 特别是一些常年在外地务工经商的
家长，平时难得陪孩子，心存亏欠心理，一听到某某产品能
帮助孩子学习，禁不住现场“托儿”的忽悠，很容易上当受
骗。 而这些销售团队“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流动频繁，消费
者发现上当受骗后，维权困难。

新春佳节谨防“忽悠团”

� � � � 湖南日报2月1日讯 （通讯员 向民贵 胡灵芝
记者 彭业忠）“想不到快4年了，我们这150元的水
表安装费还能退回来， 多亏纪委清理规范了饮水
安全工程收费问题。”近日，泸溪县达岚镇新田村5
组村民李长六，拿到清退款后激动地说。 当天，新
田、潮地两个村的191户村民同时拿到了清退款共
计28650元。

自2018年9月以来， 泸溪县纪委监委对群众
反映强烈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收费过高问
题，用“三三法”进行“问诊”。 一是“三对账”，对群
众向纪委反映的问题和水利部门自查发现的问题
实行底数对账， 把自查自纠的问题与整改落实的
清单实行进度对账， 把整改的标准与脱贫验收标
准进行对账；二是“三核查”，实行配合交叉检查、
乡镇核查、重点核查；三是“三问责”，对自查不力、
整改不力、推动不力的进行问责。 截至目前，在全
县11个乡镇147个村，清理规范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项目500个，发现问题项目122个，收缴违纪资金
13.59万元， 退还群众资金10.41万元，5人主动交
代问题，2人被约谈。

泸溪：“三三法”清理多收费

暖心！ 小区业主自掏腰包
给物业员工发红包

湖南日报2月1日讯 （记者 王文） 近日， 长
沙金地社区阳光锦城小区的保安、 保洁员、 工程
员等40多名物业基层员工， 每人收到了一个200
元的红包。 春节来临， 小区业主巢娭毑自掏腰
包， 感谢他们一年的辛勤付出。

阳光锦城小区有2000多户业主， 前几天，
巢娭毑联系物业工作人员说， 小区物业的基层员
工工作辛苦， 过年了他们还在坚守岗位很不容
易， 提议给他们发红包， 以示感谢。 当天， 40多
名物业工作人员， 每人收到了一个200元的红
包。

记者了解到， 派发红包的巢娭毑本名巢金
云， 今年64岁， 是长沙本土月饼品牌“巢娭毑”
月饼的创始人， 也是小区3栋的业主。 巢娭毑说，
自己是从底层一步一步做起来的， 深知基层服务
人员生活不易， 现在自己生活好了， 有这个能
力， 希望为身边的人做点小事。

阳光锦城小区物业经理刘燕如说， 物业已在
小区做了5年多， 能得到业主们的肯定， 他们感
到很欣慰。 这不仅是一个红包的温暖， 更是感受
到业主们对物业工作的支持和认可， 觉得大家的
付出是值得的， 也感恩有温度的相处。

彩色冰雕生肖亮相
2月1日，游客在欣赏十二生肖冰雕作品。 当天，由2位冰雕师历时1个月创作的“2019卡通乐手”十二生肖彩色冰雕作

品，在长沙三只熊冰雪王国完成。 该组冰雕作品每尊高2米，由彩冰雕琢而成，每个生肖动物“手持”不同乐器，动作各异，萌
态十足。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吴治国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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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2月1日讯（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孙存准 杨祝学）1
月31日，冷水滩区楚江绿树拥岸、蜿蜒流淌边，该区岚角山
街道楚江圩社区的60多名党员先锋队和居民志愿者， 赶在
春节前集中开展一次村庄清洁行动。 今年以来，永州市全力
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行动，让爱干净成为时尚，
让搞清洁成为自觉，乡风文明建设出现新风貌。

永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
行动工作，出台实施方案，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并举行启动
仪式。 各县区及时召开专题会议进行研究部署，层层传导压
力。 目前永州形成市、县、乡、村、户共同推进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村庄行动的强大合力。 各地按照“市统筹、县主导、乡主
责、村主抓、户主体”的工作要求，开展集中整治行动，重点
清理农村生活垃圾、 村内塘沟和畜禽养殖粪污等农业生产
废弃物，改变影响农村人居环境的不良习惯。 永州还利用春
节前农民工返乡、学生回村的有利时机，大力倡导村村户户
搞清洁，干干净净迎春节。

永州各地农村形成主动清洁、你追我赶的浓厚氛围。 去
年12月以来，全市清理垃圾7.02万吨，清理塘沟2.47万处，清
理农业生产废弃物2.07万吨， 农村改厕5.96万户， 农村改圈
（栏）37.69万平方米，拆除空心房2.1万间，面积75.7万平方米，
新增村庄绿化面积65.54万平方米。

永州 村庄清洁行动
风生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