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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伍交才 陈志林

10月24日， 溆浦县葛竹坪镇鹿山村天堂
组村民李家平， 把刚从山上采摘下来的油茶
果用斗车运回家，虽累得气喘吁吁，仍满脸幸
福。他说：“路修通了就是福！出门很方便，东
西不愁卖。”鹿山村天堂组海拔逾千米，生态
优美，梯田密集，物产丰富，金银花、茶叶、油
茶等作物种满山坡。然而，该组也是距离葛竹
坪镇最远的村民小组之一。 组里离最近的村
主干道有1.6公里，全是泥土路，又陡又滑，行
走不便，车辆更难通行。

村民李家岁抢收金银花时， 收花的货车
进不来， 他只能肩挑手提把金银花送到山下
交货， 来回一趟要走2个多小时。 李家岁想：

“要是能把这条路硬化就好了。”
去年7月，葛竹坪镇联村干部、驻村扶贫

工作队队员、 鹿山村村支两委成员在天堂组
召开民情恳谈会， 当地群众一致要求硬化组
里公路。村党支部书记李建平当场承诺，想尽
一切办法，也要把这条路修好。

去年下半年，溆浦县举全县之力，推进村
组公路“清零”行动。怀化市人民检察院驻鹿
山村扶贫工作队与镇村两级干部积极对接，
将天堂组公路硬化纳入今年扶贫项目库。扶
贫工作队多方筹资20万元， 率先带领村民筑
路基。组里有劳动能力的村民，纷纷拿着工具
来修路。“这条路是我们脱贫致富的希望，我
无论如何也要出点力。”70多岁的村民李玖全
腿脚不好，但他不顾村组干部和乡亲们劝阻，

坚持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
干群共同努力下，今年9月17日，天堂组

1.6公里公路硬化项目竣工。“过去路不通，赶
集靠双腿，来回5小时。现在好了，出门就是水
泥路， 抬脚就能上汽车。”10月18日，3年未曾
上街的李玖全，从家里乘车直达镇上赶集，称
赞公路修得好，修得漂亮。

“一条大道通‘天堂’，风吹花香满山坡。”
前几天，村民李松周家150多公斤金银花被商
贩以每公斤50元的价格上门收走， 他乐呵呵
地说：“路通财通，致富有望。”

路修好了， 天堂组村民对幸福生活充满
信心。李建平表示，将带领村民建立油茶加工
基地，扩大金银花、茶叶种植规模，发展板栗、
黄桃等特色产业，让村民走上稳定致富路。

湖南日报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杨彬 欧超英

近日， 在蓝山县所城镇舜源村明春种养
专业合作社养殖基地， 上千只头颈呈藏青色
的鸭子踏着音乐节拍起舞。“这是我们从广东
引进的青头鸭，只要一播放音乐，鸭群就变得
欢快或安静。”养殖大户朱文彪边录制抖音短
视频边介绍， 他每天用不同音乐管理鸭子进
食和回棚休息。

舜源村地处深山，是省级贫困村。去年
1月，经蓝山县驻村扶贫工作队动员，在广

东养鸭10余年的80后青年朱明春返乡，引
回青头鸭种苗， 同父亲朱文彪联手办起青
头鸭养殖基地。 当年，3万多羽青头鸭获利
18万余元。

后来， 父子俩牵头成立明春种养专业合
作社，采取“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带动村
民养殖青头鸭，提供种苗供应、技术指导和销
售一条龙服务。

舜源村6组贫困村民盘荣达因养鸭亏过
本，一度“谈鸭色变”。去年，在朱文彪上门劝
说下，盘荣达消除顾虑，办起养鸭场，当年获

利2万元。今年，他养殖青头鸭6000多羽，最近
出售一批获利4万多元。

青头鸭养殖点燃山村致富之光。今年9月
初， 驻舜源村扶贫工作队争取到20万元产业
扶贫资金， 帮助村里68户贫困户在明春种养
专业合作社入股，享受年度分红。目前，舜源
村发展青头鸭养殖5万多羽，预计可获利30余
万元，已有6户村民养鸭脱贫。

“我们要把青头鸭发展成乡亲们的‘致富
鸭’。”刚被评为全县“最美扶贫人”的朱文彪，
对搞好青头鸭养殖充满信心。

一条大道通“天堂”

青头鸭成“致富鸭”

湖南日报11月4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张日华 尹世禄）今天，记者从江
华瑶族自治县纪委监委获悉， 该县湘江
乡林业事务中心工作人员彭某某， 因少
发及漏发4户村民的国家级公益林补偿
资金6742.07元，造成不良影响，受到政
务警告处分。 这是江华瑶族自治县大力
开展漠视群众利益问题专项整治的一个
事例。

今年， 江华瑶族自治县针对机关事
业单位一些工作人员工作漂浮， 对事关
群众利益的政策执行不到位等不作为、

少作为的漠视群众利益行为， 开展专项
整治。 该县纪委监委会同教育、 卫健等
14个县直部门，摸排出14个方面漠视群
众利益的突出问题， 并向社会公布责任
单位、举报电话、举报邮箱等。做到发现
一起， 立即查处一起， 及时公布处理结
果。截至10月底，全县共立案查处漠视
群众利益的问题101项。

同时，该县坚持强化警示教育，扎实
做好整改落实“后半篇文章”。在全县各
单位、乡镇开展警示教育89场次，参与
党员干部1.1万余人次。

江华开展漠视群众利益问题整治

湖南日报11月4日讯（金慧）近日在
长沙举行的2019一乡一品国际商品博
览会新闻发布会透露，该博览会以“一带
一路一世界 一乡一品一梦想” 为主题，
将于11月15日至17日在长沙国际会展
中心举行。

该博览会由商务部批准备案， 中国
民族贸易促进会、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
协会、 中国国际商会和长沙市人民政
府共同举办，展览面积达10万平方米，
涵盖8个展馆， 来自30余个国家组团，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组
团参展。

本次博览会专设了民俗、 非遗体验
活动， 将邀请长沙市民和海内外专业人
士品尝美食，体验非遗，欣赏大型民族
歌舞。博览会还设立了一乡一品国际合
作展区， 邀请亚洲地区、 非洲地区、欧
洲地区、美大地区、国际组织等展示境
外各类特色一乡一品商品、特色旅游资
源，吸引广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
地区进行合作。

一乡一品商博会
11月15日在长举行

湖南日报11月4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邓敏）11月1日， 中国中铁捐建
桂东X006线（跳鱼栏坳至增口）公路改
扩建项目正式开工。此前一天，中铁公司
与桂东县人民政府签订《对口援建项目
实施框架协议》， 中铁公司捐赠3000万
元，为桂东县建设一条绕城的三级公路，
帮助破解该县交通瓶颈制约。据悉，该项
目由中国志愿服务基金会监督管理、中
铁四局承建。

桂东X006线公路改扩建项目设计
等级为三级公路，路基宽度7.5米，路面
宽度6.5米，全长8.424公里。起点与S344

线相接，终点与G106线相接。项目建成
后， 将全面促进桂东县环城路网的提质
升级， 不仅使沿途4个行政村的6000余
名群众直接受益， 还将对周边三台山景
区、寒口风电旅游、绿色有机果蔬产品，
以及清泉镇、 桥头乡茶叶销售及旅游文
化资源开发产生重要影响， 受益人口将
达5.2万人。

自2002年定点扶贫桂东县以来，中
国中铁注重扶贫与扶智、扶技相结合，先
后派出18名经验丰富的帮扶干部，投入
各类专项资金，助力桂东县脱贫攻坚，取
得显著成效。

中国中铁捐建
桂东公路建设

湖南日报11月4日讯（通讯员 黄超）津
市三洲驿街道工贸小区近日举办了一场
“小区论坛———党风廉政建设大家谈” 主题

活动，当地街道党工委、纪工委及相关站办
所负责人，围绕居务公开、身边形式主义和
官僚主义等问题， 与群众进行面对面交流，

现场解决民生难题。
截至目前，该市已举办“小区论坛”10

场，现场办公解决群众诉求46件，基本实现
“小事不出村居，大事不出镇街”。今年以来，
全市信访总量起数、 人次同比分别下降
22.3%、18.1%。

湖南日报11月4日讯（欧阳倩 刘莉）为防
患未然，长沙市雨花区给“电老虎”套上“缰绳”，
在全区铺排智慧用电系统。预计今年底，将完

成医院、酒店、网吧、化工工厂等重点领域的安
装。今年5月以来，雨花区倡导企业发挥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积极安装使用“智慧用电”系统。

借助该系统，如有漏电、过载、短路等情况，可
精确定位电气火灾隐患部位，推送安全报警信
息。从7月1日至10月29日的统计数据显示，平
台监测到用电状态异常点26个， 雨花区联合
电力公司工程师逐一上门排除隐患， 同时加
强对重点隐患对象跟进排查，落实整改措施。

湖南日报记者 彭业忠
通讯员 向民贵 胡灵芝

连日来， 泸溪县达岚镇纪委书记石
文斌帮助贫困户销售鸡蛋的故事， 在湘
西土家苗寨流传， 乡亲们亲切地称他为
“鸡蛋书记”。

每周六， 石文斌都会在朋友圈推出
这样的图文信息：“明天上午9时，李代兴
到县城销售绿壳鸡蛋和土鸡， 欢迎大家
预订。”

李代兴曾是达岚镇覃木阳村的一位
贫困户。年过50岁的他，患有二级残疾，
儿子又有智障。

2015年底，时任达岚镇党委组织委
员的石文斌受命担任覃木阳村党支部第
一书记， 他带着铺盖进村， 开展扶贫攻
坚。得知李代兴的情况和想法后，他主动
与李代兴结对帮扶， 并为其担保贷款5
万元。鸡场很快建起来，一次性购进800
只土鸡苗，李代兴一家3口搬进了鸡场。

李代兴一家起早贪黑， 种了4亩草、
2亩油菜，让鸡啄食。石文斌也经常带着
技术员上门服务。6个月后， 母鸡陆续下
蛋，一天可以下三四百个蛋。高兴之余，
销路又成了问题。 石文斌和李代兴商
量，决定从镇政府入手打开销路，接着
又转战镇信用社、 镇卫生院和各学校。
销路慢慢打开。

2017年4月， 石文斌转任达岚镇纪
委书记，不再驻村扶贫。他主动向镇党委
请缨联系覃木阳村， 依旧和李代兴结对
帮扶。

李代兴信心更足，他扩大养殖规模，
新修了两个鸡棚子，孵化了5800只土鸡
苗。2017年底， 李代兴对外销售绿壳鸡
蛋7万多个、出售土鸡1280余只，其中石
文斌就帮他销了一半多。

李代兴脱贫后， 石文斌要求他带领
村民一起致富。 在李代兴帮助下， 今年
起，李代帮、李代送等8户村民也开始了
林下生态养殖。

“鸡蛋书记”扶贫

精准扶贫在三湘

津市“小区论坛”扬清风

雨花区给“电老虎”套上“缰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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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4日，嘉禾县珠泉镇
石田村政务中心， 村民在查
询扶贫相关信息数据。今年，
该县加大“互联网+监督”平
台建设，在73个农村（社区）
安装“互联网+监督”平台终
端查询机， 为群众查询惠农
政策、民生资金、村务信息提
供便利， 让基层事务得到有
效监督。 黄春涛 摄

终端查询机
村务全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