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宁奎

11月4日，深秋，寒意已浓。午夜11时，
一辆车从张家界市纪委监委办案基地沿山
路蜿蜒驶出，车灯照亮了山谷。车上是张家
界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袁美
南。清早出门，深夜回家，袁美南几乎每天
都是如此。

“请组织放心！”2016年1月，袁美南到
张家界就任时的这句承诺， 成为他勇于担
当、敢于作为的动力源泉。也正是在这句承
诺下，面对贪腐，他是刚正不阿的“黑脸包
公”，冷若冰霜；面对群众，他是排忧解困的
“笑脸书记”，热情似火。

责任如山———
“肩上是什么？是党和人民

的信任”
“行动快,效率高!”这是同事们对袁美

南的评价。“精力旺盛,不知疲倦。”则是他
留给干部职工最深的印象。

今年4月，一则反映桑植县八大公山镇
朝南坪村阳光房存在质量问题的报道，引发
社会关注。听到消息，袁美南经过5个小时的
长途跋涉，在深夜12时赶到事发地，通宵带
队调查取证，部署整改措施，并在第二天的
全市整治扶贫领域干部作风大会上通报初
步处理结果。

一则可能愈演愈烈的舆情，在这样雷
厉风行的问责整改行动中，逐渐消弭。老百
姓的“闹心房”变回“暖心房”。

熟悉袁美南的人都知道，家在外地的
他，只要没下乡调研，没参加会议，就在办
公室，生活过得十分“无趣”。在这种“无趣”
中，他一直在思考和探索如何在张家界严
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政治责任。在
他的强力推动下， 一系列工作扎实开

展———
推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提醒卡制

度、市管干部“八小时以外”监督办法、政治
生态档案动态监督管理系统“三项机制”；

高效推进纪检监察体制改革，5天时间
办成全省纪委监委合署办公移送审查第一
案；

在全省率先推行拟脱贫村巡察全覆
盖， 至今年7月实现全市71.6%的村级巡
察，共发现问题2706个，移送问题线索220
件，党纪政务处分22人。

铁腕反腐———
“有案不查，就是最大的失职”
“纪检监察干部就要勇于担当，有案不

查、 有腐不惩、 有乱不治， 就是最大的失
职。”在多种场合，袁美南反复强调。

于是，在每个重大案件查处前，袁美南
总是亲自部署，定岗定责；案件查处中，总
是多方调度，事无巨细；案件查处后，总是
深度剖析，以案促改。

在他的带领下， 张家界纪检监察人坚持
高压惩腐，严肃查处了农业、国土、法院、水
利、国资、人防、医疗卫生等多个窝案串案，在
深挖细查中对一批贪腐分子进行严肃处理。

“有问题袁书记都自己担着，我们只管
放手查。”第七审查调查室主任向钊告诉记
者，无论是查案子，还是其他工作，袁美南
都会给大家“兜底”。

一位干部在查处腐败分子时， 因为不
留情面，得罪了腐败分子的亲属，被多次诬
告。在核查没有问题之后，面对一些质疑，
袁美南屡次为其“背书”，澄清事实。

“纪律面前没有通融二字。”在查处一
名处级干部时，有领导多次打来电话，进行

“善意的提醒”。他不为所动，违纪违法人员
最终受到严肃查处。

“案件一定要实现政治效果、纪法效果
和社会效果统一。”在这样的信条下，袁美
南总结出系统思维办案经验， 着力构建不
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

2016年1月至2019年10月， 张家界市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3291件， 处分
2974人，其中涉及县处级干部84人。

柔情似水———
“百姓的幸福，就是奋斗的方向”

在张家界，袁美南的手机号是公开的，
每位市民都可以联系他，涉及信访举报的，
他都会及时部署予以核查。

“我们眼中的小问题，在老百姓那里，
就是大问题。”袁美南说，作为纪检干部，不
仅要精准精细办好每个案件， 还要俯下身
子走近百姓，倾听百姓声音。

市纪委信访室主任谭贤竹说：“袁书记
总是身先士卒， 把最大的积访难题往自己
身上揽。”

刘某因丈夫意外身亡， 对相关部门处
理结果不满意， 上访之路一走就是17年。
袁美南主动包案，历时30多天，信访人主
动签字承诺停访息诉； 一个信访件反复匿
名举报达56次，查实为诬告后，他对举报
人进行严肃教育，同时又解决其实际困难,
让人很温暖。

在他的示范带动下， 张家界纪检监察
人始终把群众的堵点、 痛点和难点作为工
作的重点，发现问题线索，解决群众身边难
题———

在全省率先把基层党组织履行脱贫攻
坚政治责任列为重要监督内容， 提高了群
众获得感；聚焦教育医疗、环境保护、低保
养老等民生领域，严惩“微腐败”，提升了群
众幸福感； 严肃查处涉黑涉恶腐败“保护
伞”案件，增强了群众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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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奉永成 李永亮

11月4日， 茶陵县严塘镇紫薇湖畔秋
色正浓，湖边浅草泛黄，色彩斑斓的树叶倒
映在湖中，构成一幅美丽的画卷。严塘镇青
年谭新华和未婚妻穿着婚纱， 将这美景定
格在婚纱照中。

“这里原来是一个水塘，杂草丛生；如今
多姿多彩，美不胜收。”谭新华说，这几年，镇
里的变化太大了，这一切多亏了“刘总”。

谭新华说的“刘总”是湖南万樟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刘祖治。 自2010年起至今，
刘祖治累计投入8亿余元， 将严塘镇周边
的10万余亩荒山承包下来，打造万樟现代
农业产业示范园，解决3000多名村民就近
就业问题，已帮扶和带动周边10多个贫困
村、上万名贫困群众脱贫致富。刘祖治也因
此获得了“2019年全国脱贫攻坚奖奉献
奖”。

正聊着，一位皮肤黝黑，乡音浓重的中
年汉子来到了跟前，他就是刘祖治。得知记
者来意，刘祖治爽快地说：“走，我带你去山
上看看。”

10万亩荒山披绿
———“亿万富翁”对种树情有独钟

踏进万樟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宽敞
的柏油路沿着蜿蜒的山脊划出一道优美
的曲线。

“要是春天，7000亩杜鹃花会铺满整个
山坡；盛夏，万亩紫薇园里，轻盈艳丽的花
朵会成片盛放。那边是樱花园，还有油茶
园……”站在山头的制高点，刘祖治如是说。

这一山繁花盛景，是刘祖治在荒芜中
种下的。

刘祖治是茶陵县人， 毕业于中南林业
科技大学，对树有着天然的热爱和不舍的情
结。20多年前， 刘祖治从一个花卉盆景店起
步，开始他的生态园林绿化事业，一路摸爬
滚打，创立了万樟园林绿化工程公司。

2010年，已有“亿元存款”的刘祖治在
路过严塘镇时发现， 因受2008年冰灾影
响，严塘镇及周边十多个山头茅草丛生，满
目荒芜。

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脑海中出现：在
这里植树造林，绿化荒山，创建一个现代农
业产业园，造福当地村民。

说干就干。很快，刘祖治就带领一支队
伍来到这片荒山上考察， 跟村民商谈土地
流转事项。

消息不胫而走。亲友们纷纷反对：自己
的事业做得顺风顺水， 为何要去冒这个风
险？刘祖治耐心解释：种树，是为了让荒山
变绿、 农民变富。 最终得到了亲友们的支
持。

问题接踵而至。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
当地村民纷纷质疑：流转这么多土地，能不
能干成？刘祖治决定先做“样板工程”。

他在严塘镇尧市村流转800亩荒山，
打造精品农业产业园。一个月后，800亩荒
山染绿，打消了村民们的顾虑。

从2010年至今，刘祖治已在严塘镇及
周边10万亩大山上建成了紫薇、 丹桂、杜
鹃、红枫、玉兰、油茶、蜜柚、黄桃、红叶石
楠、嫁接银杏等10余个特色精品园，并成
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

打开一扇致富门
———上万名贫困群众年人均增收超万元

万樟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所处的核心

地带———严塘镇是革命老区， 也是贫困山
区，外出务工是当地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刘祖治的到来， 为当地贫困群众打开
了一扇致富门。 林地里的活， 劳动强度不
大，刘祖治把招工年龄放宽到70岁，工资
当日结算，不仅可以赚钱，还能照顾家庭和
农活。

尧市村的贫困户李娥妹当初不愿把土
地流转出来， 如今成了刘祖治的“铁杆粉
丝”。“只要愿意来，就会有事做。”李娥妹告
诉记者，做一天至少可得100元钱。去年，
她在万樟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务工收入超
过3万元。从2010年至今，万樟现代农业产
业示范园已为村民发放劳务工资近亿元。

绿水青山带来了新变化。今年夏天，紫
薇盛开，众多游客前来游玩。

“最多的一天怕有上万人。” 猷竹村贫
困户谭头娇说，游客多了，村民家里的土特
产成了香饽饽，最多的一天，她光卖芝麻豆
子茶，就赚了500余元钱。

为带动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刘祖治又
牵头成立万樟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 吸纳
183户贫困户入社，免费提供种子、农药、肥
料，并签订回购包销合同。去年，183户入社
的贫困户户均增收2.6万元。刘祖治也被当
地百姓称为“永不离开的扶贫队长”。

自2010年扎根这片荒山以来，刘祖治
已为10多个贫困村修通了机耕道，硬化了
水泥道路，修筑了简易桥，投资建设了农民
广场， 带动上万名贫困群众年人均增收超
万元。

脱贫后的乡亲们， 经常会拿着自家种
的青菜、 花生或是香浓的芝麻豆子茶来感
谢刘祖治。刘祖治一一道谢。他告诉记者：
“其实，我要谢谢他们，让我从一片荒芜里，
收获了一片‘绿洲’。”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张佳伟

11月3日上午，雨后初霁，邵东市廉桥镇一
片繁忙景象。 邵东裕农农业合作社等中药材种
植基地里，村民们正在“抢”种玉竹；廉桥药材市
场内，各种中药材打包装车，“抢”发全国各地；
廉桥医药工业科技园内，挖掘机轰鸣、重型卡车
来来往往，中医药企业在“抢”建厂房……

廉桥镇因种药起步、以卖药发家、靠制药兴
盛，成为邵东市经济第一强镇，先后被评为“中
国特色小镇”“全国示范农业产业强镇”等。近年
来，该镇力促中药材产业转型升级，同时在中药
材销售方式上下功夫， 线上、 线下交易齐头并
进，擦亮“南国药都”金字招牌。

从种药延伸到制药

今年8月，在第五届“湘九味”中药材论坛
上， 邵东玉竹凭借产销量占全国80%的份额优
势入选“湘九味”。这几天，廉桥镇药企、合作社
纷纷抢种玉竹，掀起一股“玉竹热”。

廉桥镇种植中药材历史悠久。目前全镇中
药材种植面积达2.6万亩， 种植户3200多户，年
产值8500万元。

种植药材30多年的“老药人”曾进良，是廉
桥中药材产业转型升级的推动者之一。

15岁时， 曾进良便跟着家人种植药材，后
来在廉桥药材市场开过药材商铺，最终进军药
材加工业。“加工后的药材会有更大的效益。”曾
进良说。2012年， 他果断关掉了年销售额达
2000万元的合兴药材栈，成立了湖南自然堂中
药饮片有限公司，主攻制药。几年来，“自然堂”
年销售额稳定在1亿元以上。

在“自然堂”之前，已有“松龄堂”“南国药
都”“弘华”3家制药公司获得成功。药商们纷纷
效仿，转战制药。现在，廉桥镇共有23家中药材
加工企业，年加工产值23亿元。

“廉桥中药材只有往精深加工发展，才有更
广阔的空间。”清华大学研究生、廉桥镇副镇长
何亚丽说。

近年来，邵东加大对药企招商引资的力度，
助力廉桥镇中药材产业往精深加工发展。去年，

上市公司“海南海药”落子廉桥镇。目前，该公司
下属柳城公司毒性中药饮片生产线在廉桥正式
投产，这也是廉桥最大的精深加工生产线。该公
司还在筹备建设单方颗粒、 中成药生产两个中
药材精深加工子公司。

2016年底，药企摇篮———廉桥医药工业科
技园破土动工，总投资约68亿元，拟引进100家
以上药企。 目前，4家企业已正式入园建设，3家
已达成入园意向。

今年10月底，邵东市市长周玉凡前往中国
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拜访集团高层，准备帮廉桥
镇引进一批中医药领域的龙头企业。

从“线下”转战“线上”

11月3日，记者来到廉桥药材市场，药香扑
鼻， 各种中药材琳琅满目。“这里是我国南方地
区重要的中药材集散地，目前有1200多家中药
材经营户，销售2000多个中药材品种，去年药
市成交额超70亿元，成交量在全国专业市场中
排名第四。”何亚丽告诉记者。

市场内， 大自然中药经营部老板娘周玉智
正在和客户谈生意。 她家的中药材主要是卖给
医院、饮片厂等，年销售额2000多万元。“做实
体店生意， 后期要靠自己跑， 要主动去联系客
户。”周玉智告诉记者。

“中药材也可以通过网络销售，将自己主动跑
变为客户‘上门找’。”“松龄堂”总经理曾必正说。
他从去年开始拓展电商业务， 与国内医药类电子
商务平台合作，将500多种中药饮片上线销售。“这
样既节约了成本，又拓展了市场空间，客户遍布全
国各地。去年公司线上销售额6400多万元。”

去年，“海南海药” 子公司进驻廉桥镇后，建
设2万多平方米的交易中心， 主要为客户提供交
易场所和中药材电商交易平台。公司经理贺小华
介绍，目前交易中心有100多家药材商户，还有
300多家商户已签订合同，将于年底前全部进驻。

前不久出台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
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指出，要加强中药
材质量控制。 由于线上交易对中药材的品质要
求更高，廉桥镇研究策略，将严格把控中药材品
质，保护廉桥中药材品牌。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张咪 通讯员 张和生

深秋，天凉。炎陵县中村瑶族乡的山坡上，
果农们忙着剪枝、施肥、护苗，为来年黄桃品质
优良悉心劳作。

近年来，“炎陵黄桃”声名鹊起，中村瑶族乡
因盛产黄桃而享有“黄桃小镇”美誉。10月25日下
午，记者走进中村瑶族乡，探访黄桃小镇的奥秘。

小小黄桃，成致富“金果”
“幸亏种上了黄桃，我们一家人的生活越来

越好。”10月25日，62岁的朱圣洪坐在宽敞透亮
的客厅里看电视。几年前，他还在为筹集患有智
力残疾的妻子和弟弟的医药费发愁。

朱圣洪的家住在炎陵县中村瑶族乡平乐村，
这里四面环山，出行极为不便。炎陵县是罗霄山片
区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以前，炎陵山区的农民主
要种植竹木、 水稻， 大多数人的日子过得比较艰
难。

为了帮助贫困户改变命运，炎陵县1987年
从上海引进“锦绣黄桃”，率先在中村瑶族乡等
偏远山区试种。 炎陵县黄桃协会秘书长谭忠
诚介绍，刚引进“锦绣黄桃”时，抱着试一试的
心态， 中村瑶族乡等地给部分贫困农户分发
了黄桃苗。但由于受鸟害、虫害影响，成品率
低，种出来的黄桃“卖相不好”，在很长一段时
间里，黄桃并没有真正走向市场，停留在“自
种自食”的阶段。

1999年，种黄桃的农户们发现，一位种植
新世纪梨的农户利用套袋技术，让
梨子的表面免受虫害和鸟害，卖相
和口感都很好。于是，黄桃种植户
们也开始尝试套袋技术。

2011年， 正愁着如何带领大
家脱贫的平乐村党支部书记邓运
成，想到了种植黄桃。但种黄桃要3
年才挂果，5年才有效益。 刚开始，
大部分村民都不愿意尝试。邓运成
就组织愿意种黄桃的村民，和他一
起干。他说，只要种植成功，赚了
钱，乡亲们一定会转变观念。

不出意外，3年后，邓运成种植
的100亩黄桃丰收，亩产达1800公
斤。 品貌俱佳的黄桃走俏市场，村
民们这才放下心来，纷纷种起了黄
桃。如今，“炎陵黄桃”香、脆、甜，销
路好、价格高，成了村民们的致富
“金果”。

“黄桃招牌”，催熟产业链
走在平乐村，放眼望去，满街

的“黄桃招牌”， 有的是黄桃合作
社，有的是黄桃专送快递，有的是
黄桃肥料店……就连墙上也贴满

了有关黄桃的各类广告宣传画。
随着“炎陵黄桃”走俏，天猫、京东等电商纷

纷入驻，快乐购、沃尔玛等多家企业也前来寻求
合作，包装物生产、果品分拣、农资配送等新型
业态不断涌现。同时，大批游客慕名前来，乡里

“农家乐”也一个个办了起来。
临近初冬，黄桃树到了集中抚育期。在中村

瑶族乡， 黄桃种植户需要购买大量农资化肥等
对黄桃树进行抚育， 不少种植户面临着资金短
缺的窘境。对此，各大银行推出“黄桃贷”，以最
少的利息精准扶持黄桃产业发展。

中村瑶族乡党委书记谭湘东说， 黄桃，
不仅让村民脱了贫，致了富，还带动了相关
产业的蓬勃发展，形成多业态融合发展的良
好局面。

2018年，中村瑶族乡黄桃种植面积达3.1
万亩，产量1500余万公斤，综合产值超3.6亿
元，共有8000余人从事该产业。黄桃产业链
综合收益达7.45亿元， 全乡人均可支配收入
11243元。

今年，该乡编制了“黄桃小镇项目建设规
划”， 在平乐片区建设黄桃产业核心示范区，在
龙渣片区建设休闲旅游体验区， 在中村片区建
设精致生活特色风貌区。谭湘东介绍，中村瑶族
乡将以炎陵黄桃优势品牌为基础，以黄桃加工、
休闲农业为抓手， 突出龙头带动， 延伸产业链
条，促进三产融合，形成农旅复合产业链，力争
通过2年的努力，将中村建设成为享誉全省乃至
全国的“黄桃小镇”。

擦亮“南国药都”金字招牌
———邵东市廉桥中药材小镇见闻

今冬抚育忙 桃花待日开
———炎陵县黄桃小镇见闻

刘祖治：

“永不离开的扶贫队长”

小镇大业

11月5日， 长沙市
福元路大桥西湘江风
光带，市民在水蓼花海
中拍照留念。这一段江
滩上生长着大片水蓼
花， 当前正值花开季
节，水蓼柔软的枝条上
竞相绽放着浅粉花穗，
随风摇曳，把江滩装扮
得分外美丽。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田超 摄影报道

水蓼花开
江滩美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11月 05日

第 20192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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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4 1040 482560

组选三 522 346 180612
组选六 0 173 0

8 77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年11月05日 第20191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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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7292513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5
二等奖 227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5970153
8 80133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2109
91352

1481099
10728601

112
3233
55569
427687

3000
200
10
5

1006 12 17 2407

有温度的纪委书记
———记张家界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袁美南

向榜样学习

———脱贫攻坚先进典型优秀事迹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担当作为优秀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