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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0月14日讯 （记者 刘燕娟 通
讯员 皮柏枝）昨天，常德市“洞庭清波”专项整
治工作正式启动，将聚焦政治监督，加大对洞
庭湖生态环境治理问题的监督执纪问责力度，
督促指导洞庭湖生态环境突出问题联动整改，
坚决查处环境污染背后的腐败和作风问题。

此次整治重点将聚焦“四个紧盯”，即紧盯
污染项目关停并转，紧盯审批事项，紧盯环保
资金使用，紧盯采砂秩序整顿巩固。其中将重
点追查生态环境、农业农村、水利、林业、住建、
交通等职能部门的监管责任，强化公安机关对
环保违法问题的打击责任，确保污染企业应关

尽关。同时，严肃查处在环保项目实施各环节
索要回扣、收受“好处费”，违规干涉环境保护
工程项目招投标，通过弄虚作假使特定关系人
享受各类环保资金等问题。

此外，对于党员干部利用职权，在洞庭湖区
域征地、租地、拆迁、工程项目建设、采砂等过程
中以权谋私；放纵和包庇涉矿、涉砂、涉渔、涉小
水电类经营等损害生态环境行为；收受贿赂或在
相关企业入股分红，充当“保护伞”等问题，一经
发现，将坚决查处。同时，严肃问责对污染问题整
改走过场、污染治理项目不切实际、推进污染治
理项目敷衍塞责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湖南日报记者 刘永涛 实习生 邱江华
通讯员 李正平

国庆假期，在郴州工作的侯剑，通过电
商平台在宜章县关溪乡东源村认购了一块
“共享菜地”。自此，侯剑可以通过手机APP
远程智能化种植。 瓜果蔬菜由东源村村民
看护采摘，再经冷链物流为他送货上门。

“共享菜地”，正是东源村“智慧农村”
项目的主打品牌。 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
公司驻宜章东源村帮扶队队长曹兴洪介
绍，自今年7月1日上线以来，已有近百块菜
地被认购。“共享菜地” 不仅使东源村盘活
闲置土地，还带动了村民就业，提高了村民
收入。

东源村位于关溪乡西南部，沟壑纵横，
山高路险， 曾是宜章县最偏远的深度贫困
村。

“我姐姐、妹妹都是扶贫工作队队长，
我们一家人坐在一起谈的都是精准扶贫！”
2018年初， 时任湖南中烟吴忠卷烟厂纪委
书记曹兴洪主动请缨， 走马上任湖南中烟
驻东源村扶贫工作队队长。

闭塞的山路、遍地的垃圾、散落在山坳
的土坯房……世代贫困给东源村烙下深深
印迹。2017年， 东源村贫困户162户703人，
整村集体经济收入仅有2万元。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为熟悉村
情村史， 曹兴洪和扶贫工作队队员走遍东

源村的山山水水， 白天在田地里与村民同
耕，晚上到村民家里交流谈心。

两个月后， 工作队从基础设施到产业
发展、 从民生工程到文化教育……全方位
为东源村绘就脱贫致富蓝图。

要想富，先修路。为确保东源村公路项
目能顺利进组，曹兴洪跑遍县扶贫办、交通
局等多个部门，并动员全体村民参与修路。
近两年新修道路18条，总长23公里，打通了
东源村到大莽山旅游区东门的“希望之
路”，发展旅游民宿的机遇随之而来。

过去东源村基础设施十分落后， 一下
大雨就暴发山洪， 村民家中的水变得又黄
又脏。 工作队给村民修建了容量为10吨的
蓄水池、净化器；120盏太阳能路灯装上了，
照亮村里每个角落；23套危房改造、69套房
屋修缮全部到位……

东源村2900多口人， 无论贫困户还是
非贫困户，有事都爱找工作队帮忙。一年多
来，曹兴洪的手机成了村民的热线电话，最
多时他一天接了36个电话。

产业扶贫是重中之重。按照“两茶（茶
叶、油茶）、一叶（烟叶）+互联网+旅游”的思
路，工作队带领东源村发展茶叶、油茶、烟
叶、旅游民宿、紫米、香猪等产业。目前注册
公司2家，成立合作社5家，扶贫车间2家，直
接参与务工的村民达到500多人。

2018年底， 东源村集体收入增长到了
21.864万元，全村贫困发生率由6.28%降至

0.8%，实现了脱贫摘帽。
“脱贫摘帽只是第一步，关键是要让东

源村搭上‘致富快车’！” 曹兴洪倾注满腔
热血，按湖南中烟“品牌英雄联盟+精准扶
贫”的扶贫思路，引进步步高集团、拓维信
息、爱尔眼科、华宝集团、中联天地等企业，
共同助力东源村脱贫。

“龙头企业联结、赋能、共享，以品牌联
盟的力量构建东源村的未来。” 曹兴洪介
绍，过去卖不出去的茶叶等农特产品，通过
湖南中烟设计团队参与包装设计、 品牌营
销，借电商平台之力销往全国各地。

东源村的旅游“富矿” 得以发掘。曹
兴洪推动深圳中联创投与宜章县政府签
约， 对接大莽山旅游的民宿项目落户东
源村，“智慧农村”“共享菜地” 等项目陆
续上线……

村民范清洪对扶贫工作队满怀感激。
过去因为贫穷，他的妻子离家出走。如今，
他成了东源村民宿项目推进理事长， 月均
收入3000元，他觉得日子越过越有盼头。

两年间，东源村旧貌换新颜。
“只要村民想赚钱，就不怕没活干。”曹

兴洪信心笃定，东源村产业多元发展，贫困
户参与生产，未来会走上更宽广的致富路。

宜章县委副书记、县长张润槐感叹:“东
源村是宜章贫中之贫、困中之困的贫困村，
啃下这块硬骨头必须能打硬仗， 湖南中烟
是我们的最佳选择!”

让贫困村搭上“致富快车”
———记湖南中烟驻宜章东源村扶贫工作队队长曹兴洪

常德启动“洞庭清波”专项整治
严查环境污染背后腐败问题

10月13日， 武警特战
队员在穿越障碍物。10月
11日起， 武警湖南总队湘
西片区“魔鬼周”极限训练
在湘西州某山区进行，来
自张家界、怀化、湘西州的
140余名武警官兵，依托山
地、丛林等复杂环境，开展
体能、技能等训练，锤炼本
领。
刘振军 徐成锐 摄影报道

锤炼
特战硬功

湖南日报10月14日讯（记者 刘燕娟）记者
昨天获悉，邵阳市委统战部副部长贺志红，邵阳
市北塔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主任欧阳刚涉
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邵阳市纪委监委
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岳阳市公安局原党委委
员、副局长苗晓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
受岳阳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贺志红，历任绥宁县联民苗族瑶族乡党委
副书记、乡长，绥宁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副局长，
绥宁县委常委、县委统战部部长，邵阳市政务

服务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等职务。2012年12
月至今任邵阳市委统战部副部长（正处级）。

欧阳刚，历任邵阳市东区团委书记，邵阳市东
区龙须塘办事处党委书记、主任，邵阳市北塔区委
常委、常务副区长，邵阳市北塔区人大常委会正县
级干部、 党组副书记等职务。2012年11月至今任
邵阳市北塔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

苗晓光， 历任岳阳市公安局党委委员、治
安支队支队长、交警支队支队长、副局长等职
务。2016年10月退休。

湖南日报记者 唐亚新 通讯员 刘彬

12日上午， 长沙市公安局通报了该局侦
破的两起侵犯知识产权案件。

制假售假美牙产品，涉案金额
5000余万元

今年7月，长沙市公安局知侦支队接到报
案称：2019年1月以来，2家深圳企业未经授权
在某网络平台销售“碧缇福添健抑菌凝胶”等
产品，销售金额达200余万元。经鉴定，网络平
台销售的假冒“碧缇福”美牙产品含有致癌物
质，严重危害消费者身体健康。

随后， 长沙警方成立专案组开展侦查工作。
经查,犯罪嫌疑人宁某曾在一家生产美牙仪产品
的公司工作，在熟悉掌握生产流程、售货渠道后，
离职干起了制假贩假勾当。此后，犯罪嫌疑人朱
某也加入其中。两人为掩人耳目，先后在深圳分
别注册公司，并从广东、浙江等地购进原料、假冒
注册商标标识、假冒产品包装等材料，组装生产
后，经各自下线通过网络平台销往全国各地。

8月26日，专案组在深圳、东莞同时收网，
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2人，查封生产销售窝点6

个， 查扣假冒注册商标的标识44.8万余个，涉
案金额5000余万元。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审
查深挖中。

查获假冒“惠普”“佳能”商标
标识69万余件

“在长沙某物流点出现大量假冒‘惠普’商
标，生产点疑似在岳阳。”同样是在今年7月，长
沙市公安局知侦支队接到了北京某知识产权
代理公司的报案。

长沙警方侦查发现，2018年下半年开始，
犯罪嫌疑人雷某某与彭某在没有获得商标权
利人授权的情况下，协商好价格和供货方式后
开始大肆制造假冒“惠普”“佳能”公司注册商
标。该犯罪团伙采用娄底下单、岳阳生产、长沙
中转、广州销售的方式，制售假冒注册商标。

9月11日，专案组在长沙、岳阳、娄底3地
同时收网，成功抓获以雷某某为首的8名主要
犯罪嫌疑人，其中刑拘4人，捣毁1个假冒“惠
普”“佳能”商标的制假工厂，查封1个储存假商
标仓库，查获假冒“惠普”商标64万余件、假冒

“佳能”商标5万余件，货值约2553万元。目前，
该案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邵阳岳阳3名处级干部接受审查调查

长沙警方侦破两起侵犯知识产权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