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湖南日报9月25日讯 (通讯员 张婷
龙音瑛 记者 龚柏威)“同学，上半年你的
扶贫‘明白卡’是否收到补助金？ ”近日，
南县乌嘴乡纪委在该乡开展教育扶贫监

督检查， 工作人员一一询问家庭贫困学
生，确保扶贫教育补贴资金发放到位。

今年7月以来， 南县启动为期3个
月的教育扶贫领域专项治理工作。 县

纪委监委成立专门督导检查小组，在
县教育局、县财政局等4个职能部门和
玉潭中学等5所学校，围绕贫困生精准
资助、教育扶贫项目建设、学校精准关
爱、就业培训及落实教育扶贫责任等，
全面排查教育扶贫政策落实情况。 迄
今， 已发现并处理相关问题线索8个，
立案查处8人，给予组织处理1人。

� � � �湖南日报9月25日讯 （记者 邢玲
通讯员 刘青）9月23日中午时分，益阳
市中心城区七一五小区居民胡小艳在
小区“绿色蔬菜直销点”，以低于市场
价20%的价格买到当地新鲜无公害蔬
菜。 怡和苑小区居民周雪斌也在小区
“智能终端蔬菜保鲜柜”， 通过扫描二
维码取到4小时前通过微信小程序买
来的新鲜蔬菜，价格同样便宜两成。

七一五小区和怡和苑小区， 一个
是老旧小区，老年人居多，一个是新建
小区，附近没有农贸市场，买菜尤为不
便。 在益阳市中心城区，老旧小区有50
多个，居民约5万人，新建且附近无农
贸市场的小区有20多个。 为破解农贸
市场对中心城区的老旧小区和新建小

区覆盖率不足的难题， 益阳市今年积
极推进“互联网+菜篮子”进小区工程，
通过扶持蔬菜配送企业， 线下在小区
建立“绿色蔬菜直销点”和“智能终端
蔬菜保鲜柜”，线上开通智能保鲜配送
系统，着力打造居民“家门口的放心菜
市场”。

目前，该市已在中心城区7个小区
建立了线下直供点， 还有5家在装修、
17家已签合同，在42个小区安装了“智
能终端蔬菜保鲜柜”， 覆盖中心城
区8万多户家庭。“绿色蔬菜直销
点”的生鲜农产品均来自益阳市50
多家专业合作社，在农业和质监部
门监管下以基地直供配送为主，上
市品种日均20种以上。因为省掉了

中间流通环节，这一“家门口的放心菜
市场”蔬菜不仅质量可靠，菜价还比市
场价优惠，极大便利了小区居民。

下一步， 益阳市将加大对蔬菜配
送企业在资金扶持、项目支持、质量把
关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全面推广“互联
网+菜篮子” 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模
式，明年上半年将实现市中心城区125
个物管小区蔬菜直供点或智能保鲜配
送柜全覆盖。

沙龙村：
果蔬产业带富村民
湖南日报记者 王文 通讯员 刘玉峰

金秋时节，走进浏阳市沿溪镇沙龙村3800亩的果
蔬基地，一辆辆挂着长沙、湘潭等地牌照的卡车正等
着拉菜。 作为全省进行土地流转改革最早的行政村之
一，沙龙村目前培育蔬菜品种180多个。9月24日，湖南
省第八届网络文化节之2019“精准脱贫在三湘”———
决战决胜·全国媒体湖南行媒体团走进沙龙村， 在丰
收季节感受贫困户脱贫的喜悦。

“我曾经也是贫困户，知道他们的苦。 作为产业支
部的一名党员，我有责任领着他们刨穷根。 ”罗兴来是
沙龙村产业支部的一名党员。 多年前的一起意外事故
让他失去左手，从此无法从事工厂工作。 积极乐观的
他没有被眼前的困境打败， 开始从事农业种植。
2010年，罗兴来带领组员成立兴邦种植合作社，专业
种植瓜果类蔬菜。 通过机械化、标准化建设，罗兴来带
领合作社逐步走在全村蔬菜产业发展的前列。

为了帮助贫困户增收，罗兴来主动申请了产业扶
贫项目， 吸引扶贫对象入社。 通过免费提供种子、肥
料、保底价收购蔬菜等服务，让贫困户脱贫路上零风
险。 对于没有种植技术的贫困户，罗兴来则会优先安
排在合作社务工。 如今，兴邦种植合作社共吸纳37户
贫困户发展种植产业，其中本村12户贫困户在合作社
发展菜心种植，每户年纯利在12000元以上。

“扶贫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情，我们也可以力所能
及地做一些事情，指导农户种植，帮忙打通销售渠道，
出现病害及时上门服务，为贫困户的产业发展加足马
力。 ”罗兴来说。

农田里，44岁的罗兴梓在照看蔬菜。“我属于因病
致贫，母亲生病，每年都要花钱。 ”罗兴梓说，以前，他
在长沙等周边打工，生活过得紧巴巴。 2017年，他为了
更好地照顾母亲，回到村里种植1.2亩蔬菜，同时通过
小额贷款养殖十几头牛。 去年， 他综合收入达5万多
元，成功脱掉贫穷的帽子。

沙龙村党支部书记罗平春表示，在产业党支部的
带动下，积极助力贫困户增收的还有友芳公司新丰合
作社。 目前，该合作社的就业基地已吸纳了18名贫困
户务工，日均工资150元。 贫困户积极融入蔬菜产业发
展，实现了持续稳定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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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9月25日讯 (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陈春喜)“预计今年产值能突破
1000万元， 每亩利润将达4000元以
上。 ”9月20日，记者来到临澧县佘市桥
镇雅林村长裕猕猴桃生态种植专业合
作社采访，致富能人严明一边介绍，一
边组织村民采摘果实。 严明原本在长
沙工作，2014年毅然回乡投资猕猴桃
种植园, 现已带动周边126户农户每户
年均增收6000元以上。

近年来， 临澧县高度重视乡村振
兴战略实施过程中的能人引领作用，
在常德市率先开展“一村一库一群”创
建工作，将村里在外经商、工作、上大

学的人员，纳入乡村人才库、微信群。
以“乡情乡愁、亲情友情”为纽带，采取
登门拜访、 联谊恳谈、 微信联系等方
式，引导、争取能人回乡创业。 县委组
织部出台政策，培优培强乡土人才，把
有潜力的能人吸纳到党员队伍中来，
发展他们为村支两委干部后备力量。
县里综合采取直补、贴息、以奖代补等
方式，鼓励能人回乡投资发展。 在停弦
渡镇福船村等地建立了乡村振兴培训
学校， 并选送有培训需求的人到科研
院所深造， 加大对能人实用技术培训
力度，提高他们致富带富能力。

佘市桥镇荆岗村致富能人余海波回

村后，经过3年努力，种植紫苏700亩，去
年产值达300多万元。 现在，每天有2000
公斤左右的紫苏产品发送到长沙海吉星
蔬菜批发市场, 带动了周边40多户农户
年均增收20000元。 刻木山乡岩龙村退
休干部杨国清带领全村引进纽荷尔脐
橙，5年时间发展脐橙面积1万多亩, 现在
3500亩已受益， 年收入1500多万元，仅
此一项全村人均年增收6150多元。

据统计，近年来临澧县共有300多
名能人返乡，遍布全县所有乡(镇)村(社
区)，兴起猕猴桃、脐橙、柑橘、油茶、有
机蔬菜、稻米深加工等产业，带动1万
多人走上小康致富路。

益阳广播体操、
工间操表演赛决赛举行

湖南日报9月25日讯 （杨玉菡 胡妍霞）今
日下午，“健康中国行动”益阳市广播体操、工间
操表演赛决赛在益阳中心城区佳宁娜广场举
行，来自益阳8个县市（区）、高校、市直机关团
体及相关运动协会的15支队伍参与角逐。

本次比赛由益阳市政府主办，旨在推广普
及广播体操和工间操。 比赛历时2个多月，通过
层层选拔，15支队伍成功杀入决赛。 在决赛现
场，跆拳道标准操、健美操、太极拳、韵律操、踏
板健身操、广播体操等表演轮番展示，赢得现场
观众阵阵掌声。 最终，共青团益阳市委、湖南城
市学院和南县代表队获得一等奖。

据了解，工间操以徒手体操动作为主，引入
了游泳、武术、保龄球、射箭、健美操、踢毽等运
动的基本动作，其趣味性有利于增强锻炼效果。
为推广工间操， 益阳连续4年举办国家二级社
会体育指导员培训班，培训社会体育指导员近
6000名。 同时，该市还积极推动特色工间操创
编活动，目前已推出18种特色工间操。

嘉禾公交车
开到家门口

全县99.6%的村（社区）
开通公交车

湖南日报9月25日讯 （通讯员 邓和明
曾龙飞 记者 颜石敦 ）9月22日， 嘉禾县袁家
镇小街田村肖大爷坐上宽敞整洁的公交车，到
县里卖橘子、花生。 肖大爷说，以前小街田村到
县里没有开通公交车， 当地村民出行不便，进
一趟城要辗转一整天。“顶着星星出门，带着月
亮回家。 ”

近年来，嘉禾县把城乡客运一体化建设作
为重要民生工程来抓。 加大投入，强力推进农
村公路“千百十”工程。 修建通村公路422公里，
建设二级汽车站1座、 五级农村客运站8座、港
湾式城乡公交招呼站240座。 同时，将3家客运
企业整合为1家公营公交公司， 有效解决运营
秩序混乱、企业恶性竞争、安全监管缺位等问
题。 公交公司依托智慧交通平台，发车班次比
整合前增加60%以上，票价大幅降低。该县还开
通两条城区免费线路，并对五类特殊人群实行
免费乘车， 每年可为百姓节约出行成本近600
万元。

目前，嘉禾县构建起以高速公路、干线公路
为骨架，县乡公路为经脉，中心客运站、乡镇客
运站、 农村客运招呼站等为节点的城乡客运一
体化发展格局。 全县99.6%的村（社区）开通公交
车，群众在家门口乘车的美好愿望变成现实。

益阳“互联网+菜篮子”进小区

临澧 能人返乡创业带富一方

南县开展教育扶贫专项治理
已立案查处8人

载歌载舞
迎国庆
9月25日晚， 长沙市开

福区新河街道北辰楼宇集
群党委联合栖凤社区举办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活动暨庆祝新中国成
立70周年文艺晚会，抒发广
大党员群众的爱国主义情
怀。 李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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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2518 19 21 24 26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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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367 1040 38168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066 173 184418

5 19

益阳“互联网+菜篮子”进小区

临澧 能人返乡创业带富一方
带动1万余人走上小康致富路

线上线下都能买 菜价还能更优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