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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18日讯 （记者 田育才 通
讯员 田贵学 向娟）前不久，张家界市永定区
纪委监委在“天门清风” 微信群收到一份举
报，反映桥头乡某村党支部书记杨某某、村委
会主任宋某某、 村秘书秦某某虚报冒领危房

改造资金。 区纪委监委对问题线索初核查实
后，对杨某某等3人予以立案审查。据介绍，今
年1至10月， 该区共发现扶贫领域问题线索
173条，立案101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70人。

今年来， 永定区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扶

贫领域信访问题，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以“天门清风”微信群为平台，实行
“一键举报”， 对群众反映扶贫领域问题举报
线索快查快办。同时采取措施，推动信访积案
化解。对久查不结、进展缓慢、调查不力的单
位负责人进行约谈，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
有结果”。

今年头10个月，永定区扶贫领域信访、重复
访、越级访同比分别下降65%、62%、40%。

一键举报 快查快办

永定区扶贫领域信访大幅下降

湖南日报 11月 18日讯 （见习记者
李曼斯 通讯员 瞿辰）今天，宁乡市第10万
户市场主体营业执照颁发仪式在宁乡市市民
之家举行。 宁乡市三力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法
定代表人徐勇接过营业执照和宁乡市人民政
府为其免费代制的印章， 这标志着宁乡市市
场主体突破10万户大关，千人拥有市场主体
达76.6户。

“之前，我和我的团队一直在沿海地区
打拼。近年来，看到家乡经济飞速发展，营
商环境日益优化，我决定回乡创业。”徐勇
介绍，目前公司厂房已建成，机械设备正在
安装调试，将于年底投产，预计年产值将达
5000万元。

据了解，今年以来，宁乡市持续优化营
商环境，深化“放管服”改革，激发市场主体
活力，推动市场主体增量提质。一方面，围
绕优化办照流程、减少办照材料、压缩办照
时间，出台“一件事一次办”“领照即开业”
等制度文件，27个一般后置许可事项实行
“承诺准营”，50项涉照类“一件事一次办”
事项精简流程环节80%，精简材料40%。企
业开办时间压缩至1.5个工作日，个体工商
户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办结。
另一方面，针对电商微商、商业综合体、观
光休闲、 种养大户等创业人群和未开展注
册的个体工商户， 积极引导其办理市场主
体登记。

污染环境 拒不停产
邵东一塑料加工厂

负责人被行拘
湖南日报11月18日讯 (见习记者 张佳伟 通讯员

魏小青 苏平）11月16日，记者从邵阳市生态环境局邵东
分局获悉， 邵东市两市塘街道办事处九江村一家从事塑
料废品破碎作业的加工厂负责人因拒不执行停产决定，
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

11月12日，多名群众向邵阳市生态环境局邵东分局
反映，该塑料加工厂生产时气味很大，且废水直排，严重
影响了村民的正常生活。 该局立即派出监察执法人员前
往调查。

经查，这家名为肖某某塑料废品破碎加工厂，在今年
4月18日因无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和任何污染治理设施，
且生产废水和废气直接排放，被该局下达了《责令停止排
污决定书》，责令停产。但停产不久，工厂又开始生产，一
直至今。 厂内堆有约7吨已加工好的塑料碎片以及约12
吨各类废旧塑料，废水和废气依旧直接排放。11月13日，
邵阳市生态环境局邵东分局依法将该案移送公安机关。

湖南日报记者 王文

浏阳市官桥镇八角亭村有一个年轻的
“桃子哥”，名叫张强。大学毕业后，他扎根农
村从事桃子种植， 目前已经培育了50多个品
种40多亩桃园， 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桃子种
植大户。

前不久，记者走访“桃子哥”，他正和家
人一起将摘回家的桃子打包。传说中的“桃
子哥”是一个浓眉大眼的汉子，外形略显粗
犷，没有一点书生气。见记者来了，张强停
下手中的活，洗了几个桃子递了过来。记者
接过一个桃子一看，这桃子又大又圆，颜色
很白，跟平时看的桃子不一样，一口咬下去
又香又脆。“这个桃子是从江苏引进的，名
叫‘白玉冬桃’，这个品种浏阳只有我一个
人种植。”见记者疑惑的表情，张强赶忙解
释。10月份， 浏阳本土的桃子早已过季，此
时正是“白玉冬桃”成熟季，这个品种张强

一共种了8亩地。张强说，“白玉冬桃”产量
最高，亩产可以达到1750公斤，4月开花，10
月丰产。

“请你把送货地址告诉我， 我们马上寄
送。”“今天实在忙不赢， 麻烦你上门取件。”
采访过程中，张强的电话不断响起。记者了
解到， 他的桃子大多通过电商渠道进行销
售，主要销往长沙和广东，还有部分是上门
采摘， 目前每天桃子的销售额约五六千元。
“买桃子的大多是回头客。”张强说，他种的
桃子不使用化肥、有害农药 ,价格可以卖到
30元一公斤。

为了扩宽桃子的销路， 张强还加入官桥
镇新青农联盟，新青农联盟有成员27名，都是
年轻的新型青年农民， 大家捆绑在一起共同
发展。“加入联盟后， 桃子的销售额比以前增
加1倍。”张强介绍。

从2012年起，张强专注于桃子种植，目前
已经开垦桃林40多亩，包括水蜜桃、黄桃、白

玉冬桃、冬王一号等特色品种，从4月到11月
份，桃园桃子分七八个批次陆续上市，成为名
副其实的“桃子王”。2018年起，种植桃子的收
入开始稳定，每年平均收入20万元。张强介绍
说，未来他仍将专注于桃子种植，并继续扩大
种植规模。

今年29岁的张强是一名返乡大学生，毕
业后同学们大多走上专业对口的工作岗位,收
入可观，他选择在农村种桃。对于从事桃子种
植业， 他表示从来没有后悔过。“不管做什么
事，一定要集中精力做好，种桃子也是一样。”
张强说，“刚开始种桃树时， 周边人都等着看
他笑话，但是他没有理会。”经过多年努力，他
终于小有成就，他不仅自己种桃树，还带动了
周边农户多样化种植梨子、 柚子、 橘子80余
亩。“种桃子虽不是很光鲜的职业， 但是却是
我的事业，现在我的年收入达20万元，不比同
学差。”张强表示，随着国家推进乡村振兴，农
村的发展会越来越好。

老百姓的故事

浏阳官桥有个“桃子哥”
宁乡市场主体突破10万户

湖南日报11月18日讯 （见习记者 彭婷
通讯员 丁白玉）11月15日， 在湘潭市岳塘区
荷塘街道五爱村，85岁的贫困村民戴雪梅看
着洁净的自来水从家里新装的水龙头哗哗流
出，脸上笑成了一朵花。这是岳塘区开展农
村人口饮水安全提质改造，让百姓得实惠的

结果。
为保障农村饮水安全，今年岳塘区重点

安排建设310户农村自来水管网延伸工程。
开工前，该区对建档立卡贫困户饮水安全问
题进行普查，发现共有11户贫困户存在水质
不安全、 季节性缺水或取水不便等问题。该

区将贫困户作为饮水安全优先解决对象，通
过加装水塔、投放消毒药物等方式，让他们
尽早喝上“放心水”。目前，岳塘区实现了建
档立卡贫困户饮水安全问题“清零”。

岳塘区有关负责人表示， 今年农村人口饮
水安全提质改造工程已近尾声。该区计划通过3
年时间，分步推进农村饮水安全提质改造工作，
到2022年实现全区行政村全部通自来水， 农村
人口自来水供应率达到90%。

岳塘区贫困户喝上“放心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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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1月 17日，
靖州苗族侗族自
治县藕团乡三桥
村，游客身着古装
在古井旁拍照。三
桥村古建筑群成
型于唐宋，建筑风
格和布局融合了
汉文化与苗侗文
化。近年，该村充
分挖掘历史文化
资源，大力发展乡
村旅游，带动了村
民增收脱贫。

刘杰华
储琳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