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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湖南日报6月4日讯（通讯员 林俊 记者
周月桂 ） 今天上午9时30分， 来自泰国的
YG9020航班搭载着600公斤当地榴莲和菠
萝飞抵长沙黄花国际机场， 这是我省首批直
接进口水果。据悉，后续还将有澳大利亚的芒
果、柠檬、葡萄柚、葡萄、樱桃，泰国的番石榴、
菠萝蜜、榴莲、山竹，马来西亚的龙眼、椰子，
印尼的香蕉，越南的芒果等大批进口，省内消
费者可在市场上买到品种更丰富、 品质更新
鲜、价格更便宜的进口水果。

长沙黄花机场海关负责人介绍， 为支持
水果进境，海关积极推广“提前申报、预约加

班”模式，全力保障进境水果的快速、安全通
关。 海关关员对该批次水果实施现场检验检
疫合格之后，对该批水果予以放行，进入长沙
的超市和水果门店销售。

近年来， 进口水果在湖南水果市场的占
有率不断攀升， 但因为此前我省没有进境水
果指定监管场地资质， 市场上的进口水果都
是从上海、 广州等外地口岸进口后再辗转销
售至省内。中转渠道多使价格偏高，运输时间
较长也易影响水果品质和口感。 在长沙海关
积极推动下， 长沙黄花国际机场进境水果指
定监管场地于5月7日正式获批。

进口商湖南鲜味达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
介绍，进口水果直接通过飞机从境外直达，可大
大降低运输成本、简化流程、缩短运输时间，进
口水果零售价大约下降10%左右，而像山竹、小
菠萝、芒果这些运输途中报损率较高的品种，价
格有望能下降20%-30%。

据了解，省内相关水果企业和贸易商正积
极对接境外水果供应商以及航空、物流等相关
企业，扩充空运进口水果的贸易版图。目前，长
沙海关正在积极指导和推动张家界荷花机场
进境水果指定监管场地的相关建设工作，力争
尽快通过验收并获批。

湖南日报6月4日讯（通讯员 林俊 记者
周月桂） 我省首批直接进口水果今天运抵长
沙，长沙海关提醒省内水果进口企业，开展水
果进口业务时， 应确保进口水果的种类和国
家地区在名录内， 不得夹带未经审批的水果
种类。 消费者也可以了解我国进口水果相关
规定，增强辨别能力。

长沙海关举例称， 目前我国只允许从泰

国进口新鲜榴莲， 其他国家都没有获得新鲜
榴莲的准入资质。 有的网商却堂而皇之地销
售马来西亚等国的新鲜榴莲， 这种情况要么
是假冒，要么是走私，均涉嫌违反我国相关法
律法规。

长沙海关提醒省内水果进口企业, 开展
水果进口业务时， 应提前在海关总署网站页
面查询《获得我国检验检疫准入的新鲜水果

种类及输出国家地区名录》，确保进口水果的种
类和国家地区在名录内， 不得夹带未经审批的
水果种类； 同时境外果园和包装厂也应在海关
总署指定名单内， 如不在名单内需提供在对方
国家的注册证明。另外，水果应不带土壤、枝、叶
以及中国关注的病、 虫、 杂草等危险性有害生
物，水果中的农药残留、重金属等有毒有害物质
的含量应符合我国国家标准。

我省首批直接进口水果运抵长沙
进口水果市场零售价可下降10%左右

我国只允许从泰国进口新鲜榴莲
网购的马来西亚榴莲，要么是假的，要么是走私

湖南日报6月4日讯 （记者 孟姣燕 ）眼
下，吐鲁番热浪升腾、瓜果飘香，3000吨吐鲁
番哈密瓜即将陆续发往三湘大地。今天，由吐
鲁番市人民政府、 湖南援疆前方指挥部主办
的2019年吐鲁番市哈密瓜推介会在吐鲁番
市鄯善县举行，现场签售哈密瓜11014吨。湖
南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绿叶
集团等湘企现场签订哈密瓜订购合作协议，
共计采购吐鲁番哈密瓜3000吨。

据悉， 此批吐鲁番哈密瓜将陆续通过全
程冷链物流运往湖南，并将在步步高商超、绿

叶水果门店等销售。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
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秋瓜上市，该公
司预计采购5000吨哈密瓜入湘，并不断加大
基地采购投入力度，助推疆品入湘。

吐鲁番市素有“火洲”之称，是以西甜瓜、
葡萄等特色农业为主的灌溉农业区， 夏季炎
热，极端高温达47.8摄氏度，且昼夜温差大，
全年日照时数3200小时， 年均降水量16毫
米。优越的光热条件和独特的气候，为发展特
色瓜果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长条件，孕
育出了闻名中外的哈密瓜和无核白葡萄，是

闻名遐迩的“瓜果之乡”。
吐鲁番是哈密瓜原产地， 吐鲁番鄯善县一

带种植哈密瓜的历史至今已有2200余年。吐鲁
番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瓜主产地，2018年
全市种植哈密瓜21.94万亩，产量39.49万吨。

近年来，经过高品质新品种选育，吐鲁番哈
密瓜品种不断丰富完善，品种数量达230余种。
西州蜜25号、西州蜜17号等品种不仅取得了育
种推广的突破，而且获得了市场的广泛认可。吐
鲁番市狠抓标准化生产管理， 确保哈密瓜品质
质量，今年哈密瓜供不应求。

湖南日报6月4日讯（记者 李国斌 通
讯员 韩敦云）今天上午，长沙市公安局对8
名举报毒品犯罪行为的寄递公司员工进行
了奖励。近年来，邮寄、线上支付等方式成
为毒品贩卖与传播的新途径。今年起，长沙
市公安局与物流快递行业建立毒品查缉机
制，开展行动20多次，侦破邮包贩运毒品
案件4起，抓获涉案人员7名。

鼓励寄递行业加入毒品监督管理，

既可实现毒品监督的全面性， 也可通过
物流来追击毒贩，实现上下窝点一锅端，
切实斩断毒品流通的通道。据悉，长沙市
公安局将联合邮政等单位， 探索物流寄
递行业的禁毒监管机制， 根据已出台的
《长沙市举报毒品违法犯罪行为奖励办
法（试行）》，对有效举报毒品违法犯罪的
人员， 按照标准兑现奖励， 形成全民参
与、全民禁毒的良好氛围。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曾伟 张礼俊

“新房子是楼房，水、电、气、网全通，边上
有学校、医院、公园，还找到了新工作。”6月3
日， 从山区搬到溆浦县卢峰镇艾家冲易地扶
贫安置点的搬迁户向桃英一脸灿烂地说。

安居与乐业并重，搬迁与脱贫并举。艳
阳下， 溆浦各地新建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
点格外引人注目， 一些搬迁户开心地给记
者讲述搬迁后的幸福事儿。

生日很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近日，在溆浦县罗子

山村白水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礼堂，70
余名搬迁群众和10名党员干部聚在一起，为
3名搬迁群众过生日，场面简单而温馨。

“党和政府给了我新家，还给我过了一
个快乐的生日。” 今年75岁的米庆堂一边
吃着蛋糕一边说， 从交通不便的罗子山搬
下来后，吃穿住行都不用操心，平时打打太
极、拉拉二胡，日子过得特别甜。

罗子山村党支部书记张克楚介绍，组
织贫困群众集体过生日已成为村里的“新
传统”，每月都会举行一次，目的是把安置
点的搬迁户融为一个大家庭。

罗子山村给安置点贫困群众过“集体
生日”在溆浦得到推广，《生日快乐》歌经常
会在安置点响起。 各安置点还会经常组织
跳广场舞、唱红歌、踢毽子等活动。

上班很方便
卢峰镇艾家冲易地扶贫集中安置点，有

来自10个乡镇的500余名贫困群众搬迁到这
里。安置点不远处，就是溆浦红花园工业园。

溆浦县易地扶贫搬迁联席办负责人张
克任介绍，在这里建集中安置点，不仅解决
了贫困群众出行难、居住难，而且解决了他
们的就业问题。现在，该安置点共有200多
名贫困群众在红花园工业园上班。

“家门口上班，以前想都不敢想。”搬迁
户戴先根以前在深圳务工， 现在一家人在
一起，过得很幸福。

溆浦在艾家冲易地扶贫集中安置点开
展就业扶贫取得成功后，又建立了“财政出
资在乡镇建车间，企业用车间组织生产”的
模式，帮助贫困群众就业。

在葛竹坪镇横路村扶贫车间，50多名工
人在忙着加工茶叶。“天天有事做，月月有收
入。”搬迁户向易荣说，去年他在扶贫车间务
工收入2万多元，全家实现稳定脱贫。

居住很舒心
在桥江镇黄潭村易地扶贫集中安置

点，一排排香樟树绿意盎然，花圃里月季争
吐芬芳，安置点小区干净整洁。

该安置点小区还在每栋房屋之间，留
了一块菜地，菜地里种上了葱、辣椒、西红
柿等蔬菜。村党支部书记肖乾松介绍，他们
结合农村实际， 给小区内58户每户留了一
块菜地，解决了贫困群众吃菜的问题。

安置点小区有篮球场、羽毛球场、乒乓
球桌、棋艺室等体育设施，每到傍晚，小区
内充满了欢声笑语。

外观漂亮、里面整洁，这是黄潭村易地
扶贫集中安置点小区提出的管理目标。在
窗明几净的新家，搬迁户刘道军说，大家建
了一个微信群， 每天会把家里卫生情况拍
照发到群里，看看谁家最干净。

湖南日报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刘杰 黄道兵

国家生态环境部近日发布“美丽中
国，我是行动者”百名最美生态环保志愿
者公示名单，谭敦双在列。

谭敦双是澧县梦溪镇彭家厂村人，
今年63岁，志愿保护鸟类20多年，被当地
人称为“鸟叔”。

5月27日，记者在彭家厂村见到谭敦
双时，他刚从山上巡逻回来，进门第一件
事，是给鸟笼里的斑鸠喂食。

鸟笼挂在他家门口大树上， 斑鸠约
有250克重，羽翼丰满。“它的双脚被蛇咬
了，再过几天伤口痊愈，就可以放飞了。”
谭敦双指着斑鸠对记者说。

斑鸠是谭敦双邻居周尚英在地里干
活时发现的，当时它躺在油菜秸秆上，不
能动弹。周尚英拾起后，直接把它送到谭
敦双手中。

周尚英原来不喜欢鸟， 也不喜欢和
“鸟叔”打交道。因为每到初夏，数万只候
鸟栖息在村子附近，田地里的玉米、水稻
经常被鸟吃掉，如不及时补损，庄稼就会
减收。于是，有的村民架网捕鸟，有的用
弹弓等将鸟射杀。谭敦双看到，就会去劝
阻。因此，部分村民讨厌谭敦双，暗地里
称他“鸟人”。

面对一些乡亲的不理解， 谭敦双不停
解释、劝说。一般而言，村民都好说话。但对
一些以捕猎为生的人， 谭敦双难以说服他
们，有时他在劝阻捕鸟的过程中，还面临生
命危险。2015年端午节前一个晚上， 谭敦
双听到村里后山响起枪声。他连忙起床，叫
上儿子，骑着摩托车循声追去。

谭敦双还记得， 当时有四五个人头
戴照明灯、 手持霰弹枪， 在林中肆意射
鸟。见有人追来，这帮邻省的捕猎者驾车
逃窜。追到省界时，捕猎者举枪威胁，谭
敦双只得折回，报告相关部门调查处理。

为何这般拼命护鸟？谭敦双说，早在
20多年前， 村里后山就有大量白鹭、杜
鹃、喜鹊等鸟，但经常遭到捕杀，一些小
孩子还将雏鸟吊起来玩耍。 看着这样的
场景， 谭敦双心里很难受， 决定志愿护
鸟。这些年来，他几乎每天去村里几公里
远的庄稼地和山林交界处巡逻一圈，看
看有没有人捕鸟、捡鸟蛋。

澧县环保部门工作人员介绍， 这些
年，在谭敦双影响下，越来越多的村民加
入到护鸟的队伍中， 当地生态环境越来
越好，白鹭、黑颈鹤、苍鹭、夜鹭等珍稀鸟
类纷至沓来。 谭敦双也先后被评为常德
市“十大环保卫士 ”、澧县“身边感动人
物”等。

离开彭家厂村时，在谭敦双指引下，
记者来到一片鸟类集中栖息地， 看到白
鹭等多种鸟类栖息在枝头，一声叫喊，便
能惊起一大片。

吐鲁番哈密瓜“甜蜜”入湘
步步高、绿叶集团等湘企在吐鲁番市哈密瓜推介会上现场订购哈密瓜3000吨

湖南日报6月4日讯（记者 徐典波）在世
界环境日到来之际， 洞庭湖江豚保护再传喜
讯,“碧桂园号” 巡逻船今天成功交付给了岳
阳市江豚保护协会。 岳阳市副市长黎作凤向
碧桂园公司颁发了捐赠巡逻船证书， 并与志
愿者代表一起登上“碧桂园号”巡逻船，参与
了新巡逻船的首次例行巡逻。

当天， 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联合市农业
农村局、市渔业执法大队、市江豚保护中心、
岳阳县东洞庭湖渔政监察执法局、 碧桂园公
司等部门单位，举行了捐赠仪式。“碧桂园号”
巡逻船配备了85马力发动机， 具备全天候巡
护的能力；船身喷涂了江豚保护宣传标识，还
将承担宣传江豚及生态保护的职责。 岳阳市
江豚保护协会会长徐亚平深情期许：“本次活

动， 寄托着一个善良、 美丽却沉重的愿
景——拯救‘水中大熊猫’，永远留住江豚的
微笑。保护江豚，人人有责，需要政府、部门
和全社会共同参与。”

2012年初，我国民间第一个江豚保护机
构———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成立。该协会确
立了尽快让江豚升格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尽快建立省级东洞庭湖江豚保护区、探索实
施江豚迁地和就地保护3大攻坚目标， 全面
铺开了29项工作。几年来，先后有阿里巴巴、
阿拉善SEE、世界自然基金会等多个团体，先
后向江豚协会捐赠了巡逻艇、 冲锋舟等装
备，助力江豚保护。该协会先后救护并放归
590余只野生动物。目前，洞庭湖江豚稳中有
增，已从协会成立时的85头增至120头。

“碧桂园号”巡逻船入列

岳阳民间江豚保护再添“利器”

湖南日报6月4日讯 （记者 贺威）“继续
深耕‘千人计划’，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产业扶
贫、就业扶贫、爱心助学、慈善公益’等活动，
运用自身组织优势和平台优势， 充分发挥党
员、中高管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为‘户帮户
亲帮亲 互助脱贫奔小康’ 活动作出积极贡
献！”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全省“万企帮万村”精
准扶贫行动先进表扬暨“万企帮万户”行动动
员会上，省工商联副主席、步步高集团党委书
记兼总裁陈志强表态说。

2016年以来，省委统战部、省工商联、省
扶贫办、 省光彩会组织引导全省广大民营企
业，积极开展“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在
帮扶行动中，我省强化党建引领、示范带动，
开展了党组织结对帮扶等各类专题活动，积
极推进一批示范项目， 把活动开展与非公经
济人士理想信念教育活动相结合， 与充分发

挥非公企业党组织作用相结合， 与培育优秀
企业家精神相结合，丰富了参与平台，建立了
激励机制，起到了示范带动作用。广大民营企
业针对帮扶对象实际需求， 立足发挥自身优
势，探索出了整体带动、产业覆盖、基础援建、
就业增收、公益帮扶等多种帮扶模式。形成了
华兴实业的全员参与模式、 开源集团的产业
扶贫、大汉集团的交通扶贫、蓝思科技的就业
扶贫、爱尔眼科的公益扶贫等许多可复制、可
借鉴、可推介的经验。

截至目前，全省共有5740家民营企业精准
帮扶贫困村7429个，实施项目12772个，投入资
金85.48亿元，帮扶贫困人口91.9万。在全国“万
企帮万村”台账数据中，我省提前和超额完成
三年任务目标， 参与企业数量居全国第五，实
施项目数居全国第三。全国工商联、国务院扶
贫办、中国光彩会对此高度肯定。

投入85.48亿元帮扶贫困人口91.9万

我省非公经济人士积极投身脱贫攻坚

“鸟叔”谭敦双

溆浦易地扶贫搬迁户———

搬出大山幸福来

8名寄递行业人员举报毒品犯罪获奖励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肖军
通讯员 向云清 米承实

“一卡通”是惠农补贴明白卡折和扶
贫补贴明白卡折的统称，扶贫资金和惠农
资金绝大部分通过“一卡通”发放到村民
手中。

2018年以来，怀化市纪委监委紧紧抓
住“一卡通”这个“牛鼻子”，做实扶贫领域
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 统计显示，
2018年怀化全市扶贫领域立案1415件，处
分1365人，追缴资金4415.99万元，退还群
众资金1200.22万元，着力打通惠民政策入
户的最后“关卡”。

一次被“卡”引发“通关”行动
“直到纪委来调查，才知道几年前村支

书通过我的惠民卡申请了5000元补贴！”
说起这件事，杨元亮很是气愤。

杨元亮是洪江市群峰乡木洒溪村人。
2016年1月， 时任村支书杨某金利用他的
身份信息，将5000元残疾人事业补贴从他
的惠民存折上取走占为己有。 直到几年后
杨某金受到处理，杨元亮才知道这回事。

杨元亮遭遇的“一卡通”乱象，引起了
怀化市纪委监委的强烈关注， 他们开展调
研后发现，2017年， 全市近四成扶贫领域
案件涉及“一卡通”问题，群众反映强烈。

2018年7月， 怀化市纪委监委研究出
台文件，将整治“一卡通”发放管理突出问
题作为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
的主要抓手。 市委书记和市纪委书记先后
约谈8个县市区党政正职、纪委书记和3个
市直单位主要负责人，持续传导压力。各地
一方面督促财政、扶贫、住建、民政等部门
对“一卡通”情况进行大排查、大整改，通过
卡内卡外清底数、卡前卡后筛线索、卡上卡
下强监管，自查问题、解决问题，另一方面
集中人员、集中时间开展“一卡通”整治，着
力打通惠民政策入户的最后“关卡”。

严查涉“卡”违纪违法行为
“感谢你们帮忙将被截留的7200元钱

要回来了！”2018年10月下旬，靖州苗族侗
族自治县委巡察办收到了该县新厂镇八亚
村贫困户吴宏友的感谢信。

靖州通过扶贫领域专项巡察， 发现吴
宏友的危房改造资金大部分被村支书截
留。线索移交给县纪委处理后，该村支书受
到撤销党内职务等处分。

一年多来， 怀化纪检监察机关紧紧围
绕“一卡通”资金走向，多措并举推进整治。

利用“互联网+监督”平台，该市对“一

卡通”发放的低保、危房改造、养老保险等
12类民生项目资金，按照“一月一主题”进
行精准碰撞， 共发现疑似问题线索28733
条，共立案200件、处分148人。2018年10月
开始， 开展产业扶贫、 生态扶贫资金发放
“一季一专题”整治，处分178人。芷江侗族
自治县农机局农机推广站站长李复清通过
多名亲戚的“一卡通”，骗取国家农机购置
补贴86.6万元，一审获刑2年10个月。

怀化纪检监察干部还通过上山头、进
企业、访农户，发现涉及“一卡通”问题315
个，处分79人。2018年8月，怀化市纪委主
要负责人在洪江市岩里村暗访时，村民反
映村支书杨某平在办理“一卡通”低保资
金时索要好处费。市纪委立即启动提级查
办机制， 杨某平等6人被给予开除党籍等
处分。

在对全市193个乡镇开展扶贫专项巡
察后， 怀化又对扶贫职能部门开展专项巡
察，对部分乡镇开展巡察“回头看”，发现涉
及“一卡通”问题385个，处分85人。此外，还
把代发银行工作人员纳入监督范畴， 针对
会同县农村商业银行违规收取“一卡通”年
费问题，督促其退还违规年费20.16万元。

让“一卡通”成为“明白卡”
“真是不比对不知道，竟有50多名公

职人员子女领取了助学补助。”
2018年9月， 辰溪县纪检监察机关追

回这笔助学补助资金后， 督促教育部门将
该资金纳入“一卡通”发放，完善监督制度
并严格执行，堵住了发放管理漏洞。

既“当下改”，又“长久立”。怀化各级纪
检监察机关倒逼职能部门完善“治本”之
策，让“一卡通”成为“明白卡”。

———通过启动“一卡通”发放项目再清
理，全市“一卡通”发放项目从2017年的
110项增加到2018年的179项。同时，严格
申报审批程序， 并明确在发放前将名单通
过“互联网+监督”平台比对，从源头上剔
除不符合条件的人。

———督促溆浦、沅陵、中方、靖州、新晃
等县市区和市财政局、市水利局、市扶贫办
等部门出台一系列管理制度， 进一步强化
地方政府和主管部门的日常监督职能，防
止资金“一拨了之”和跑、冒、滴、漏。

———在抓好公开的基础上， 督促怀化
市财政局和代发银行将每一笔惠农补贴的
项目名称、金额数目在存折上予以体现，并
发送短信提醒，让群众明白、还干部清白。
2018年，怀化还采取上门退还、现场发放
等形式，退还群众资金1200多万元，赢得
群众点赞。

打通惠民政策入户的最后“关卡”
———怀化整治“一卡通”乱象做实扶贫领域专项治理

6月3日上午，江华瑶族自治县花江乡花江洞村，一台铲车在山路急转弯处翻落悬崖，
驾驶员被困。该县消防大队接警后，立即赶赴现场救援，经过近2个小时的艰难营救，被困
驾驶员被成功救出。 杨艳朋 何琳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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