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雨季就要来了。
地处湘中南的衡东县新塘镇桔林

村，正是一年中最热闹繁忙的时候。
牛羊甩尾，鸡鸭相逐，鱼儿欢跳，甚

至大棚里的蘑菇、木耳等，都尽情绽放
着生命。

不远处，成百上千块太阳能晶硅板
正在抓紧吸收光能，将源源不断的电能
输入国家电网。

6月中旬，记者来到这里，只见四处
洋溢着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喜悦。 大伙儿
说，两年多前，这里还是荒草遍生。 随着
一群“可爱的人”进驻这里，这个偏僻的
小山村迎来了勃勃生机。

“糙汉子”成了“可爱的人”
“桔林村，其实并不产橘子。 ”说话

的，正是“可爱的人”之一贺林辉，40出
头，一身朴素。

他告诉我们，2015年底， 原省级贫
困村桔冲村和梅冲村合并成了现在的
桔林村，有贫困户49户175人。

“没什么产业，集体经济几乎为零。
年轻力壮的，都外出打工了。 ”回忆起几
年前的情况，村民们直摇头。

再也不能这么活！ 2017年1月，时任
衡阳市白沙洲工业园区南江办事处党
工委委员、纪工委书记的贺林辉，挑起
驻村帮扶工作队长兼村党支部第一书
记的担子，带着一帮“糙汉子”一头扎进
桔林村，开启了扶贫工作。

搞纪检的“糙汉子”们习惯了斗“牛
鬼蛇神”，没想到真扶起贫来，也是心思
细密。

这不， 走村串户大约两个星期，情
况逐渐明朗：桔林村通往外界的村级主

干道过于狭窄， 很多路还是泥巴路，阻
碍农副产品运输，成了制约当地产业发
展的瓶颈。

“要致富，先修路。 ”在对口帮扶的
衡阳市纪委监委大力支持下，贺林辉和
村干部多次奔波于市县公路、国土等部
门，争取政策和资金支持。 2018年7月，
4.6公里村主干道经硬化拓宽后通车，配
以7座主干道公路桥； 村里自筹资金修
建的5条进户水泥路也如期完工。

路通人欢畅，水电跟着上。 在“糙汉
子”们的协调下，电力增容了，水渠硬化
了，水库加固了，村里不仅建成了综合
服务中心、 村文化广场和体育健身中
心，就连平时没人管的垃圾都开始有人
收集清理、集中处理了……

旧貌变新颜，“糙汉子”们也成了村
民心中“可爱的人”。

“现在货车直接开进来，再也不靠
三轮车转了，太方便了！ ”6月中旬，看着
货车满载自家养的鸡往县城去卖，村民
武凤江格外高兴，“工作队帮我成立了
养殖合作社，养了山地鸡和土猪，年收
入近8万元， 还帮带5户贫困户创了收
哩！ ”

“他是吃得苦、耐得烦”
说起贺林辉的办事风格，衡东县兆

丰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罗崇明脱口而
出：“他是吃得苦、耐得烦！ ”

香菇种植大棚里， 整齐排列着6排
菌棒。 一些菌棒上，星星点点黑褐色的

“小脑袋”，正探出头。
两年前， 随着水电路工程相继启

动， 产业富民问题涌上了贺林辉的心
头。 他发现，蘑菇种植资金投入少、见效
快，是个好办法，便主动联系罗崇明，希
望建立扶贫合作。

“开始我以为他只是随便问一下，
没想到他是真要搞。 ”第一次联系时，罗
崇明以事情太多为由婉拒了贺林辉。 但
贺林辉没放弃，又邀请镇村干部一起上
门来请教。

“镇党委政府全力支持，场地村里
负责解决， 双方各担负50%的启动资
金，公司带人直接进场就行……”贺林
辉的诚意，打动了罗崇明。

2017年下半年，富民香菇种植专业
合作社选址在原桔林村小学建成，带动
10多户贫困户就业生产。 当年，村集体
增加收入5万元， 每个贫困户获得纯收
益1万元。

产业有了眉目，但贺林辉他们没闲
下来。 在衡阳市纪委监委的支持下，他
们又带领村干部建成100千瓦的光伏发
电站，成为全市首个村级光伏电站。

“产权归集体所有，收益由集体分
配， 年收益的60%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40%用于对口帮扶。 ”两年多来，光伏发
电站累计发电20多万度，为村里带来集
体经济收益20多万元，每名贫困户都能
从中直接受益。 贺林辉说，更重要的是，
这一块年稳定收入可达12万元，并且持
续多年创收。

阳光下，山坡上，成百上千块太阳
能晶硅板正源源不断地把光能转化为
电能，输入国家电网。“今年又投入6万
元扩大规模。 ”村民们说，这台“造血机”
如今已是全村的“香饽饽”。

“纪委监委的扶贫队 ，
就是不一样”

“纪委监委的扶贫队， 就是不一
样！ ”说这话的，是70多岁的原村党支部
书记吴初生。

他告诉我们，贺林辉带队进村后打

的首场“硬仗”，就是按上级要求对贫困
户进行动态调整。

2017年5月，在识别过程中，贫困户
名单上的文某引起了贺林辉的注意。

文某父亲当过村干部，家里有一辆
皮卡车，自己还养鸡养猪， 每年收入远
超贫困标准线， 怎么还在贫困户名单
里？ 经过细致甄别， 村里还有8户像文
某这样的“贫困户”。 明知这样不对，
但村里人碍于熟人面子， 都不愿意撕
破脸。

“这9户不符合贫困户的标准，必须
清退！ ”在村支两委会议上，贺林辉态度
坚决。 动真碰硬下，新的贫困户名单经
过全村党员大会民主评议后，被张贴在
村部公告栏，村民心服口服。

起初，文某心里有些不舒服，但贺
林辉为他落实养鸡养猪奖补政策，帮他
办理贴息小额信用贷款，用一个个真诚
的举动温暖了他的心。“一万个服气！ ”
面对记者，文某不好意思地笑了。

严格，贯穿在工作的方方面面。 驻
村以来， 桔林村投入公路提质改造、水
库山塘除险加固等基础设施建设资金
200多万元。 有熟人私下找贺林辉想揽
工程，都被他严词拒绝。

“所有资金都要按照‘四议两公开’
程序，由村两委集体研究决定，驻村帮
扶工作队不插手村上任何资金。 ”贺林
辉说，正是这样的严苛，才赢得了村民
们的信任。 同时，抓好村级班子建设，帮
助健全制度，打造了一支“不走的工作
队”，持续保持干事创业的活力。

2018年，桔林村顺利摘掉了省级贫
困村的“帽子”。 如今，不产橘子的桔林
村，已形成了集光伏发电、经济作物种
植、家畜家禽养殖于一体的产业发展模
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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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6月23日讯 （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邓玉洲 黄懿） 股
市持续调整， 下半年行情如何把
握？ 今天， 在长沙举行的财富证
券2019年中期投资策略报告会上，
针对行业投资机会， 财富证券建
议聚焦大消费、 高端智造等板块，
找寻物美价廉的消费主线及关键
领 域 具 有 核 心 竞 争 力 的 企

业。
财富证券认为， 随着金融供给

侧改革的推进， 科创板适时推出，
资本市场在助力经济发展的基础作
用将逐渐巩固。 2019年仍将是A股
长牛、 慢牛的起点， 但节奏、 结构
将发生深刻转变。 投资者应当着眼
于确定性， 积极配置A股核心资产。

财富证券认为下半年更需要

关注工业企业利润的变化趋势，
把握业绩主线， 精选高景气度细
分行业龙头。

截至6月17日， 财富证券2019
年第一、 第二季度十大金股组合
（等权） 持续领先各大市场主要基
准指数， 季度金股组合超越上证
综指11.59%， 超越沪深300指数
4.20%。

股市持续调整，下半年行情如何把握
财富证券建议聚焦大消费、高端智造等板块

村里来了扶贫队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6月 23日

第 2019167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650 1040 67600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310 173 226630

8 31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年6月23日 第2019072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02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784809688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0
二等奖 155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3 6995170
15 160900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666
80447

1454142
8820940

86
3337
56115
317715

3000
200
10
5

1509 15 22 3013

新晃一中邓世平失踪案
取得突破性进展

湖南日报6月23日讯（记者 李国斌）记者从省公安厅获悉：
经公安机关全力开展侦查，社会关注的新晃一中“操场埋尸案”
取得突破性进展。

“操场埋尸案”发现新线索后，湖南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
长许显辉高度重视，立即派出刑侦专家组进驻新晃侗族自治县
开展工作，要求“坚决落实中央和省委扫黑除恶工作部署，对涉
黑涉恶违法犯罪，不论历时多久，不论涉及到谁，都要深挖细
查，除恶务尽，一律依法严惩，决不姑息。 要给死者以告慰，给家
属以抚慰，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法治尊严。 ”

2003年1月25日上午9时许， 新晃一中职工邓世平的妻子
谭某到公安机关报案，称其丈夫邓世平于22日上午失踪。 接报
警后，市县公安机关迅速组织力量开展工作，未发现邓世平下
落，也未发现其遇害的相关证据。

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经新晃公安局摸排涉黑
涉恶线索， 于今年4月查获该县晃州镇杜少平等人涉黑涉恶犯
罪团伙涉嫌故意伤害、非法拘禁、聚众斗殴等犯罪行为。在强大
的政策法律攻势下，经公安机关审讯深挖，杜少平及其团伙成
员罗某某、高某某供认其杀害邓世平及埋尸的犯罪事实。

6月23日，怀化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经DNA检验
鉴定， 确认新晃一中操场挖出的尸骸为2003年失踪人员邓世
平。至此，邓世平失踪案取得突破性进展，相关多名犯罪嫌疑人
已被抓获。

目前，在省公安厅组织指挥和怀化市委统一领导下，怀化市纪
委监委、市委政法委、市公安局已由主要领导带队，并抽调精干力量
加强专案组，加大审讯力度，加快案件侦办，全面收集固定证据，并对
杜少平及犯罪团伙背后的“关系网”和“保护伞”进行深挖。

6月23日， 新晃侗族自治县纪委监委已对新晃一中原校长
黄炳松立案审查和监察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