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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时评

朱永华

某地为帮助群众脱贫致富， 实施订单
农业———农民种的蔬菜， 由签订协约的公
司以保底价格收购，减少市场风险。然而好
事出了坏消息———因为蔬菜市场价格上
涨，不少农户“放了鸽子”，出于利益最大化
的考虑，他们种出的蔬菜没有给相关公司，
而是自己直接拉去市场贩卖。 有关公司为
此投诉， 最终作为担保方的政府部门只好
向公司作出经济赔偿。这段时间里，笔者接
连听到好几起类似订单农业违约的案例。

订单农业又称 “合同农业 ”“契约农
业”，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种新型农业生产经
营模式， 农户根据其本身或其所在的乡村
组织同农产品的购买者之间所签订的订
单，组织安排农产品生产，较好地适应了市
场需要，避免盲目生产，对于贫困地区的群
众来说是一种比较适宜的帮扶方式。 但是
正因为订单农业是一种着眼于长远、 合理
规避市场风险的经营模式，尊重契约、讲求
诚信显得尤为重要。为了些许私利，违背契
约、 枉费诚信， 就会损伤关联方利益、“订

单”难以为继，最终吃亏的还是当地群众。
一些地区的农民群众之所以长期处在

贫困状态，就是因为不能进入市场的节奏，
没有产业化经营的历练，而信守承诺、遵循
规则恰恰是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元素。 因
此， 有关部门和机构在帮助贫困群众发展
产业脱贫致富的同时， 尤其需要宣传教育
群众摆脱小农意识，熟悉市场规则、筑牢诚
信道德基石， 如此才能在致富路上行稳致
远。

规避诚信缺失风险，维护各方利益，既
需要适度的惩戒措施， 让失信者付出相应
的代价， 同时也可以合理利用现代化的市
场手段。比如引进商业保险机制，或者在实
施订单农业时，对协约进行更细化的约定，
对于价格波动较大的农产品按照一定比例
实行收购价格的浮动， 这样更有利于形成
稳定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

脱贫攻坚关键时期， 不少干部使出了
“大招”“猛药”，但是无论如何，不要因为急
功近利，不讲规律，不守规则。 干部和群众
都要在市场诚信上做好功课， 这是发展扶
贫产业应有的“格局”。

脱贫路上，诚信基石要筑牢

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精准扶贫在三湘

湖南日报记者 孟姣燕

西域鲜果香飘湖南
眼下，“火洲” 吐鲁番热浪升腾， 瓜果飘

香。
6月4日， 在吐鲁番市鄯善县吐峪沟乡洋

海村，村民不顾烈日的灼烤，哈密瓜采摘、筛
选、装箱、搬运……干得热火朝天。 等候在一
边的冷链物流车， 迫不及待把新鲜的哈密瓜
送往全国各地。

“种瓜19年，今年行情最好！ ”吐峪沟乡洋
海村哈密瓜种植户余忠德欣喜地介绍， 自家
种植的175亩哈密瓜早已被订购一空，由吐鲁
番火洲果业公司收购后， 销往湖南、 广东等
地。

哈密瓜原产于鄯善县，因光照充足、昼夜
温差大、降水稀少等气候原因，吐鲁番哈密瓜
甘甜爽脆，特别是育种改良的西州蜜25号、西
州蜜17号等品种，已成为全国响当当的品牌。

为保证吐鲁番农特产品的品质， 该市出
台吐鲁番哈密瓜、蔬菜标准化种植技术规程，
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 2018年，湖南援疆工作
队多方奔走， 促成红星实业集团与托克逊县
政府达成水果产业品牌化发展的合作协议，
红星集团帮助该县制定水果相关行业标准、
产品追溯体系、产品包装和标识。

湖南步步高集团、湖南绿叶集团、衡阳香
江百货等湘企今年纷纷加大了采购力度，截
至秋瓜上市前，3家公司预计采购近万吨哈密
瓜入湘。

物流畅通，突破流通瓶颈
“今年哈密瓜推介刚开始，销售已进入旺

季。 ”吐鲁番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玉买尔江·
买买提说，“疆品入湘” 局面已打开， 来势喜
人。

德源酒庄是托克逊县当地一家成立仅有
几年的红酒酿造企业。“销售额突破千万元，
主要靠湖南援疆工作队多次组织展销推介。 ”
该公司负责人介绍，目前，销往湖南的产品占
比超过九成。

近年来， 湖南援疆工作队大力推介吐鲁
番农产品，搭建平台帮助企业寻找市场，组织
吐鲁番企业参加在湖南举办的湘商大会、农
博会等会展。 德庄红酒、金润枣业、白粮液酒
业、 绿怡康果蔬等企业出品的农特产品在湖
南赢得了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 德源酒庄
和长沙农创园等一批企业建立了稳定的合作
关系。

知名度在湖南提高了， 但物流不畅一直
是制约“疆品入湘”的瓶颈。

为此， 湖南援疆工作队着力畅通疆品
入湘“流通关”。 一方面引进农副产品精深
加工企业和物流企业入疆， 实现基地直采
直供直销，压缩流通环节，提高物流速度；
另一方面， 拿出补贴支持长沙直飞吐鲁番
航线。

如今，吐鲁番早上采摘的葡萄，晚上就可
以到达长沙市民的餐桌。 2018年，步步高集团
借助援疆航线实施包机采购， 通过空运采购
的水果达500吨。

特色疆品插上电商翅膀
6月5日， 记者来到吐鲁番市托克逊县国家

级电商产业园，9家快递公司、8家电商企业、创客
中心等将产业园一楼“塞”得满满当当。

托克逊县国家级电商产业园， 是湖南援
建项目。自2017年底运营以来，迅速从全疆19
个国家级电商产业园中脱颖而出。

“入驻产业园电商集中经营，销路广了。
今年哈密瓜上市没多久，已发往全国各地，瓜
地里的维吾尔族兄弟笑得比哈密瓜还甜。 ”优
速快递负责人告诉记者。

“近几天， 通过电商平台销售干果达3
吨。 ”吐鲁番漠北果园商贸有限公司是园区最
早入驻的企业之一，已尝到甜头。 该公司负责
人告诉记者：“产业园为创业者提供免费场
地、免费办公设施、免费电商培训等‘拎包创
业’服务，让我们的创业梦变成了现实。 ”

两个月前， 郴州生源商业集团成立吐鲁
番生源朝天龙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入驻托克
逊县国家级电商产业园， 目前已销售当地农
产品1000多万元。近几天，第一批郴州农特产
品即将运抵吐鲁番，“疆品入湘”“湘品入疆”
将实现互动。

“吐鲁番农产品品种丰富，‘走出去’有优
势。 ”湖南省援疆前方指挥部指挥长、吐鲁番
市委副书记颜海林介绍， 援疆工作队不仅打
通线下销售渠道，而且做活线上销售网络，整
合行业资源，打造完整的产业链，建立“疆品
入湘”“疆品出疆”长效平台，为农民增收、产
业发展开辟一条新路。

湖南日报记者 奉永成

6月4日， 凤凰县麻冲乡高通村贫困户麻
求保在家练习插秧表演。 他踩着欢快的鼓点，
配合夸张的动作，吸引了众多村民前来观看。
鼓声、笑声连成一片。 再过两周，高通村第二
届“农耕文化节”就将开幕，届时，麻求保将上
台表演插秧节目。

高通村地处武陵山脉深处， 村民们怎么
也想不到，地无三尺平的高通村，竟然种水稻
种出了“名堂”。 这两年产量、产值连年增长，
今年预计全村500亩稻田产值可超30万元。

大胆的设想
按常理，种水稻平原地区才有优势。 但群

山环绕的高通村种植水稻同样有来历。
“村民们习惯将山沟里、土坡上一些稍平

整的地方整理出来，种上水稻。 ”高通村村支
书麻常玉告诉记者，经过多年的开垦，村民在
半山腰和山沟里开出了500亩左右的梯田，每
年种植一季杂交稻，但产量不高，每年产出的
稻谷还填不饱村民的肚子。 全村共有166户
759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45户206人，是
典型的深度贫困村。

去年3月，建行湖南分行派出新一轮驻村
帮扶工作队驻村帮扶。 驻村伊始，帮扶工作队
发现， 高通村虽然没有成片的耕地， 却有着

“八山九水”的独特资源，农业灌溉用水充沛，
这也是村民们开垦梯田种植水稻的原因所
在。

因地制宜，用活现有资源，引导村民种植
高山有机稻脱贫致富。 一个大胆的设想在帮
扶工作队队员谭浩的脑海中出现。

帮扶工作队请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农科院的专家进行实地考察后得出结论：高
通村适合发展高山有机稻种植。

村民的担忧
帮扶工作队召开村民大会， 刚说出种植

高山有机稻的设想，村民们就“炸开了锅”，大
家担心种植水稻难以脱贫致富， 不少村民当
场离席。

为获得村民的支持， 帮扶工作队挨家挨
户上门做工作， 组织村支两委干部和村民代
表去新化县紫鹊界梯田参观学习，开拓视野，
请营销专家介绍当前高山有机稻的市场行
情。

慢慢地，部分村民表示愿意尝试种植。 帮
扶工作队趁热打铁， 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农科院签订合作协议， 由自治州农科院派
出专家，定期为村民进行水稻种植培训，教授
村民施肥、防病、除虫等技术。 引导村民成立
高山有机稻种植加工合作社， 建行湖南分行
从捐赠资金中拿出50万元代村集体出资入

股，村民以土地入股，盈利后，村民、村集体按
比例分红。

市场的力量
高通村的梯田隐藏在群山丛中。 站在山

顶俯瞰，一丘丘梯田错落有致。 眼下，正是一
季稻插秧时节，村民已将梯田整理好，蓄上了
水，阳光照在水面上，波光粼粼，好一幅山水
画。

“以前，世代种水稻，肚子都填不饱；现
在，同样种水稻，却赚钱了。 ”贫困户麻求保
说，他家去年种了4亩“玉针香”高山有机稻，
纯收入将近8000元， 今年预计纯收入可超万
元。

去年种植高山有机稻，让村民大开眼界。
今年，村民自发将500亩梯田整理出来，准备
全部种上“玉针香”高山有机稻。

建行湖南分行帮扶工作队队员谭浩介
绍， 去年， 高通村举办了首届“农耕文化
节”，录制插秧、施肥等短视频，对“玉针香”
高山有机稻进行推广，效果很好。 产品上市
时，帮扶工作队利用建行湖南分行“善融商
务”“金湘通”“龙支付”等渠道进行推介，短
时间便获得了市场认可。 目前，高通村已为

“玉针香”高山有机稻注册了“凤凰叮咚响”
商标，打出了品牌。 如今，禾苗还在田地，就
有客户下了订单。

� � � �湖南日报6月9日讯（记者 李国斌 通讯
员 彭团 ）6月6日，省文明办发布2019年5月

“湖南好人榜”。经全省各市州及省文明委成
员单位层层推荐、网上投票、群众评议和专
家评审，全省共26人（组）群众身边好人上

榜。
获评“诚实守信湖南好人”的李朝荣是桂

阳县敖泉镇蒹葭村建档立卡贫困户。 由于李
朝荣所居住的村庄很偏僻， 大部分村民外出
打工或搬离，全村常住人口只剩下9个孤寡老

人。 为了方便村民出行，当时55岁的李朝荣说
服妻子一起，起早摸黑，用锄头、钢钎和双手，
耗时13年时间，在山腰上为村民们凿出一条8
公里长的“愚公路”。

据了解，此次评选中，6人当选为“见义勇
为好人”，6人当选为“敬业奉献好人”，7人当
选为“助人为乐好人”，5人当选为“孝老爱亲
好人”，2人当选为“诚实守信好人”。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陈庆林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从去年11月开始，郴州市纪委启动为

期两年的岗位大练兵活动， 对全市近千名
纪检监察干部分批进行业务培训， 通过以
案代训全面提升纪检监察干部思想政治、
监督检查、审查调查、审理把关、组织协调
和文字综合等六大能力。

如今， 一批纪检监察新兵已成长为办
案能手。

答疑解惑，苦练内功
“认识要高站位、监督要高精度、案件

要高质量、专项治理要新突破、巡察要全覆
盖、三项改革要高标准、干部队伍建设要高
素质……”

台上讲得认真，台下听得仔细，每个人
都拿着本子详细地记录着，没有丝毫走神。

这是今年5月20日至23日， 郴州市纪
委监委组织270余名纪检监察系统干部，
开展实战业务培训的一幕。

培训中， 郴州市纪委监委领导班子成
员、室主任、纪检监察组组长、巡察办的有
关同志作了12堂辅导讲课，课程内容既有
日常监督、审查调查、案件审理等工作专业
知识，也有办文办会、宣传报道等综合业务
知识，所有课程都体现实战要求，选题小、
切口深、对标准。 培训期间，还进行了闭卷
测试，观看了《郴州市国企腐败案警示录》
警示教育片， 并利用晚上时间在办案点结
合培训内容进行了学习讨论。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以来， 该市共举办
了4期纪检监察干部业务培训班。

“这种培训很解渴！要想成为纪检监察

工作的行家里手， 存在不足的干部就必须
回去‘补课’。 ”参加培训的学员们坦言，培
训起到了答疑解惑作用， 为丰富实战经验
提供了战术上的指导。

以案代训，以老带新
在郴州市纪检监察系统， 曾有一群人

被称为“白菜”，市纪委监委派驻市委宣传
部纪检监察组纪检监察员杨欣翔就是其中
之一。

“这是大家对我们的爱称。因为之前没
有从事过纪检监察工作，什么也不会。 ”杨
欣翔解释说。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以来， 纪委监委的
人员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 为适应这种变
化， 郴州市纪委监委在纪检监察干部中开
展岗位大练兵，将“能手”和“新兵”充实到
工作一线，通过以老带新、言传身教，有针
对性地进行“加油”“充电”。

让办案现场成为学员训练场， 将学员
安排到谈话取证工作一线，6个月下来，由

“新兵”自主完成和参与完成的谈话达到了
700余人次。 半年前还被笑称为“白菜”的
杨欣翔， 如今已成为专案外围调查组的组
长。

岗位大练兵还把政治理论、法律法规、
岗位技能等内容与实际工作结合起来，达
到了补短板弱项、 丰富实战经验和增强办
案安全的效果。

“把新手培养成能手，把新兵锻造成尖
兵， 全面提升了全市纪检监察干部能力素
质， 推动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高
质量发展。 ”郴州市纪委常委、监委委员黄
卿告诉记者，通过岗位大练兵活动，郴州市
纪委监委立案数同比增长了148%。

� � � �在任弼时纪念馆里， 陈列着一个老式
台历，最上面一页显示的日期是1950年10
月25日。 这是任弼时坚守在工作岗位直到
生命最后一刻的日子。这一页日历，见证了
他“随时准备用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事业”
的铮铮誓言；这一页日历，也承载着一位共
产党员初心不改、终生为民的公仆情怀！

将这页日历往前翻阅到46年前。
1904年4月30日， 任弼时出生于湖南

汨罗一个教师家庭，16岁那年，经毛泽东组
织的俄罗斯研究会介绍， 加入了上海社会
主义青年团，1922年又加入中国共产党，
成为了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此后， 他的每一页日历上都写满了一
位共产党员的初心与使命：

在大革命的紧急关头，他挺身而出，慷
慨陈言；

长征途中，他率军突围西征，开辟了湘
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并力促红军三大主力
胜利会师；

在西柏坡简陋的指挥所里， 他协助
毛泽东等指挥了三大战役。

作为我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
成员， 他参与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党内重
大决策，为国为民，殚精竭虑。

任弼时一生有“三怕”：一怕工作少，二
怕麻烦人， 三怕多用钱。 凡事不怕苦了自
己， 就怕为难党和人民。 生活上他极为简
朴， 一件用旧围巾翻织的背心， 一穿就是
10多年；一条薄绒毯子，他从长征一直用
到逝世。 而工作上， 他似乎总在和时间赛
跑，不肯浪费一分一秒。 他常说：“能走100
步，就不能只走99步。 ”

然而，这日理万机的背后，任弼时正忍
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

1928年、1929年，任弼时两次被捕。 在

狱中，他受尽敌人的折磨，甚至遭受了极为
残酷的电刑， 背上被烙出了两个拳头大的
窟窿，发炎溃烂，留下了病根，导致多种疾
病缠身。 1949年10月1日，当五星红旗在天
安门冉冉升起的时候， 作为五大书记之一
的他，却因为身体原因，只能在家里聆听收
音机来见证这一伟大时刻。即便如此，从苏
联养病一回来，他就给毛主席写信，要求分
配工作，并“违反”毛主席对他的每天工作
不超过4个小时的劝告，坚持抱病工作不少
于8个小时。 在他的心里，他只想为这个百
废待兴的新中国工作、工作、再工作。

日历再次翻到1950年10月25日。
1天前，任弼时收到了毛主席起草的关

于增派志愿军出国作战的文件资料。 坐在
办公桌前，他思绪万千。 1950年夏，朝鲜战
争爆发，鸭绿江边响起了隆隆的炮声。任弼
时抱病参加了中央召开的紧急会议， 他完
全拥护中央关于抗美援朝的战略决策。

直到深夜，任弼时房间的灯一直亮着。
夫人陈琮英心疼地给他披上一件大衣，劝
他休息。任弼时直了直腰，摆动了几下有点
眩晕的头，说：“明天还有明天的事啊。 ”

时针指向了12时，任弼时在地图上画下
了最后一个红圈，伸手把台历翻到了10月25
日。这时，他的头越来越眩晕，越来越沉重，他
强忍着不适把地图和文件搬到了床上， 艰难
地躺了下来， 这一躺就再也没有醒来。 就这
样，46岁的任弼时带着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
诚与热爱，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一百步。

1950年10月25日，这一页日历，成为任
弼时同志不忘初心、尽心竭力的永恒见证。凝
望着这页日历， 我们仿佛看到一匹前行的骆
驼，担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艰苦的道路，
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更不计较个人得失……

（任弼时纪念馆整理）

� � � �刚从田间地头采摘下来的哈密瓜， 源源不断发往三湘大地；吐
鲁番早上采摘的葡萄，晚上就可到长沙市民的餐桌；红枣、果蔬、红
酒、白酒等新疆的农特产品已博得不少湖南消费者青睐———

疆品入湘开启甜蜜之旅

郴州在纪检监察干部中开展岗位大练兵

新手成能手 新兵变尖兵

最后一页日历

� � � �凤凰县麻冲乡高通村“地无三尺平”，是典型的
深度贫困村，产业扶贫围绕高山有机稻做文章———

高山水稻种出了“名堂”

26人（组）登上5月“湖南好人榜”

赏荷花
醉游人
6月8日，道县清塘镇

楼田村， 游客在观赏荷
花。 近年，该县结合乡村
振兴战略，大力发展莲藕
种植等特色产业，美丽的
荷花助推乡村旅游，莲藕
又给村民带来了丰厚的
收入。

蒋克青 蒋远鸣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