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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肖霄 记者 蒋剑平
通讯员 杨坚

11月27日，新宁县回龙寺镇村田
村， 新宁县裕锋高科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新到一批价值3万元的金丝楠木和
红豆杉树苗。 趁天降小雨，气温骤降，
一身旧工装的董事长肖剑锋带领村民
上山植树，一直忙到天黑。这位在东莞
打拼的企业家， 现在每年有一半以上
时间待在家乡的大山里。

2018年，肖剑锋被评为邵阳市最美
扶贫人物、助人为乐“湖南好人”。 今年9
月，他获评助人为乐类“中国好人”。

带着全家行善举
仅有一面之交的在广东打工的江

西刘姓电工罹患癌症，他捐资2万元；
本镇尾头村特困学生王森林考上大
学，他捐出2.5万元助学……肖剑锋做
的好事，数不胜数。

在山沟沟长大的肖剑锋，1988年
带着妻子肖和青来到深圳打工。 从睡
涵管、站流水线做起，历尽艰辛，用了
20年时间， 终于办起了自己的五金
厂。 虽然规模不大，但事业稳定了，经
济条件也逐步改善。 从此，肖剑锋想
得最多的是做公益，回报社会。 他说：

“我一个穷小子能有今天，一要感谢时
代，二要感谢好心人的帮助。 有能力
帮到别人， 对我来说就是最幸福的
事。 ”

多年来，肖剑锋和妻子积极解困
济危，支持地方发展，先后捐资40多
笔，金额200多万元。

2016年，肖剑锋夫妇全额出资，为村
田村修了一条长3公里多、宽5米的水泥公
路； 还出资将连接207国道的2公里多长
的村级水泥路从3.5米扩宽到4.5米。 算下
来花了100多万元。肖剑锋说：“方便父老
乡亲出行，值！ ”

肖剑锋夫妻助人为乐的精神，感
染带动了他们的女儿。

二女儿肖霞从6岁起， 持续19年关

心、 照顾本村的军人遗孀蒋冬姣老人，
即使入伍后也一如既往，直到2016年老
人去世。 2015年来，肖霞获评“最美湘
女”、全省“三八红旗手”等荣誉。

正在湘潭大学读大二的小女儿肖
嘉英也不甘落后，2018年3月，她把平日
节省下来的6000元钱汇到会同县妇
联，用于资助10名特困家庭小学生。

肖剑锋一家先后荣膺湖南文明家
庭和中国最美家庭。

领着乡亲奔富路
“肖总，你们在外面发了财，能够

回村里干事业，带动乡亲们致富就好
了。 ”2014年底，一位村干部无心的一
句话，让肖剑锋动了回乡创业的念头。

2016年，肖剑锋注册成立新宁县
裕锋高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租赁村
里1000多亩荒山荒地，计划建成一个
大型生态产业基地。 肖剑锋带领村民
垦荒植树种果， 已种植油茶林1200
亩、脐橙50亩，栽植红豆杉、金丝楠木
1万多株，开垦良田100多亩，农场规
模在周边首屈一指。

迎着寒风，肖剑锋带着记者来到
山顶。 俯瞰基地，颇为壮观。 肖剑锋
说：“现在已投入2000多万元了，大大
超出了预算。我几乎搭上了全部家当。
为了回报家乡，我在苦苦支撑着。 ”

基地，成为村里脱贫攻坚的重要

战场。用工上，肖剑锋总是优先照顾建
档立卡贫困户，有不少老人、残疾人在
基地做工。

肖祥顺夫妻是村田村二组村民，
38岁的儿子有智力障碍。 夫妻俩带着
儿子找到肖剑锋。 肖剑锋说：“你儿子
虽有智力问题， 但你们能指导他做事
的话，我还给他开工资呢。”就这样，肖
祥顺一家3口护理油茶苗，每月总收入
超过6000元。

今年4月， 肖剑锋了解到本村还
有40户村民没有脱贫后，主动跟村委
会提出， 让这些村民以各种方式入股
进公司工作。

“肖总回来3年多了，路修好了，还
带动乡亲们增收，村田村大变样了！ ”
联系该村的镇政协联工委主任杨振宇
告诉记者。

点评：

多年来，肖剑锋秉着善良之心，做
着大爱之事。他慷慨救济他人，积极参
加公益事业；他毅然回乡创业，带领乡
亲脱贫增收。

乡亲们说：“肖剑锋不是新宁很有
钱的大老板 ， 却是最有爱心的企业
家。 ”肖剑锋把帮助他人视为“最幸福
的事”，他是精神富有受人尊重的大写
的人。

� � � � 湖南日报 11月 28日讯 （记 者
黄晗 通讯员 黄藤 ）今天，中央文明
办发布2019年11月“中国好人榜”，
103位身边好人光荣入选， 湖南有巫
爱桃、骆际菲、李楚民、伍国强等4人上
榜。

衡阳“爱心奶奶”巫爱桃获评助人
为乐类中国好人。 今年已86岁高龄的巫
爱桃是原核工业七一二矿退休干部，她
捐资助学始于1984年，30多年来共帮助
贫困家庭和困难学生200余人， 累计为

公益慈善事业捐款赠物、投工投劳总价
值100多万元。受她的影响，越来越多的
人加入到了这支爱心队伍，爱心“接力
棒”一直在传递着。

郴州“最美妈妈”骆际菲获评助人
为乐类中国好人。 骆际菲是临武县爱
心志愿者协会会长，9年来无偿照顾
16名孤儿，由她牵头创建的临武县爱
心志愿者协会，从最初的几名志愿者，
发展至现在的500多人， 受助者达数
千人。

永州八旬老人李楚民获评助人为
乐类中国好人。 李楚民是东安县人民
医院退休职工，上世纪八十年代，李楚
民在全县率先建起了规范化的“职工
之家”，在那里，总能看到他或打扫卫
生、整理书籍，或和孩子们一起学习、
玩耍。 如今，34年过去了，他陪伴千余
名孩子度过了童年的欢乐时光， 他义
务教育服务，主动承担活动费用，已累
计资助贫困生130多人次， 金额近20
万元， 受益的成人与孩子达30万人

次。
浏阳汉子伍国强获评敬业奉献类

中国好人。 伍国强是浏阳市农业农村
局干部，2014年至今， 他四次奔赴西
藏自治区山南市贡嘎县参加农牧技术
援藏工作。 他深入牧区为农牧民禽畜
养殖提供疫病防控技术保障， 为当地
培养一大批年轻的藏族兽医。 他把全
部技术和经验留给藏区， 被当地藏族
同胞亲切地称为“毛主席家乡来的亲
人”。

2019年11月“中国好人榜”发布
湖南4人上榜

心怀苍生献大爱
———记新宁县裕锋高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肖剑锋

� � � �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记者
曹娴） 省生态环境厅今天召开集
体约谈会， 就存在的突出生态环
境问题，约谈株洲市荷塘区、炎陵
县、常宁市、邵阳县、中方县、花垣
县政府和怀化市洪江区管委会、
郴州市高新区管委会等8个县市
区和单位。

省生态环境厅通报了荷塘工
业集中区北部片区、 炎陵工业集
中区西园区和创业园区、 常宁市
宜阳工业园区、 邵阳县工业集中
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建设滞后，
郴州高新区环境问题整治进展滞
后、 怀化宝龙矿业有限公司环境
污染严重、 怀化洪江区工业园新
增排污口问题、 花垣县太丰冶炼
有限责任公司和湖南三立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超期储存危险废物处

置进展滞后、 花垣县民乐矿区渗
滤液处理站问题整改滞后以及花
垣县矿业环境问题综合整治进展
滞后等11个问题。 被约谈单位负
责人作了表态发言， 提出整改措
施和下一步工作打算。

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
要求相关县市区针对每个约谈问
题，科学制定或调整整改方案，既
定性、又定量，做到可操作、可检
查、可考核，逐一明确整改目标、
整改时限、整改措施、责任单位、
责任人， 确保问题整改尽快落实
见效。对整改工作推动仍然不力，
或工作作风不严不实、 敷衍了事
以及虚假整改、虚报整改等行为，
将视情采取公开曝光、 区域限批
等措施， 并按有关规定提请纪检
监察部门实施责任追究。

� � � � 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周闯）检查1038
个转供电主体单位， 查出违规加
价的转供电主体327家， 责令清
退违规金额1059万元……省市
场监管局今天披露，该局自8月份
以来在全省组织开展转供电环节
电价重点治理工作， 降低实体经
济用能成本， 打通电价降价红利
传导“最后一公里”。

转供电是指电网企业无法直
接供电到终端用户， 需由其他主
体转供的行为。 今年省发改委两
次降低全省一般工商业电价，其
中从4月1日开始下调1.79分/千
瓦时， 转供电终端一般工商业到
户最高限价相应下调到0.9011元
/千瓦时；7月1日开始下调5.08分
/千瓦时，转供电终端一般工商业
到户最高限价相应下调到0.8503
元/千瓦时。此轮治理工作的检查

对象为各类转供电市场主体，检
查重点为机场、 火车站、 产业园
区、 商业综合体等区域今年以来
电价降价政策落实情况。

据粗略统计，全省有4266家
转供电主体，涉及工商用户21.46
万户。 省市场监管部门组织力量
暗访发现， 有的转供电主体推迟
执行降价政策， 不按规定退还多
收电费； 有的转供电主体不执行
省定转供终端限价标准， 或者超
出限价标准结算电价； 有的转供
电主体在电费中违规加收服务
费、维修费等费用，变相提高电费
标准。

省市场监管局表示， 全省将
进一步跟踪落实问题整改， 对违
规转供电主体采取责令改正执行
规定电价、退还多收款，追踪落实
等措施；对拒不整改的依法查处，
必要时予以公开曝光、失信惩戒。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肖霄 记者 蒋剑平
通讯员 杨坚

11月27日，新宁县回龙寺镇村田
村， 新宁县裕锋高科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新到一批价值3万元的金丝楠木和
红豆杉树苗。 趁天降小雨，气温骤降，
一身旧工装的董事长肖剑锋带领村民
上山植树，一直忙到天黑。这位在东莞
打拼的企业家， 现在每年有一半以上
时间待在家乡的大山里。

2018年，肖剑锋被评为邵阳市最美
扶贫人物、助人为乐“湖南好人”。 今年9
月，他获评助人为乐类“中国好人”。

带着全家行善举
仅有一面之交的在广东打工的江

西刘姓电工罹患癌症，他捐资2万元；
本镇尾头村特困学生王森林考上大
学，他捐出2.5万元助学……肖剑锋做
的好事，数不胜数。

在山沟沟长大的肖剑锋，1988年
带着妻子肖和青来到深圳打工。 从睡
涵管、站流水线做起，历尽艰辛，用了
20年时间， 终于办起了自己的五金
厂。 虽然规模不大，但事业稳定了，经
济条件也逐步改善。 从此，肖剑锋想
得最多的是做公益，回报社会。 他说：

“我一个穷小子能有今天，一要感谢时
代，二要感谢好心人的帮助。 有能力
帮到别人， 对我来说就是最幸福的
事。 ”

多年来，肖剑锋和妻子积极解困
济危，支持地方发展，先后捐资40多
笔，金额200多万元。

2016年，肖剑锋夫妇全额出资，为村
田村修了一条长3公里多、宽5米的水泥公
路； 还出资将连接207国道的2公里多长
的村级水泥路从3.5米扩宽到4.5米。 算下
来花了100多万元。肖剑锋说：“方便父老
乡亲出行，值！ ”

肖剑锋夫妻助人为乐的精神，感
染带动了他们的女儿。

二女儿肖霞从6岁起， 持续19年关

心、 照顾本村的军人遗孀蒋冬姣老人，
即使入伍后也一如既往，直到2016年老
人去世。 2015年来，肖霞获评“最美湘
女”、全省“三八红旗手”等荣誉。

正在湘潭大学读大二的小女儿肖
嘉英也不甘落后，2018年3月，她把平日
节省下来的6000元钱汇到会同县妇
联，用于资助10名特困家庭小学生。

肖剑锋一家先后荣膺湖南文明家
庭和中国最美家庭。

领着乡亲奔富路
“肖总，你们在外面发了财，能够

回村里干事业，带动乡亲们致富就好
了。 ”2014年底，一位村干部无心的一
句话，让肖剑锋动了回乡创业的念头。

2016年，肖剑锋注册成立新宁县
裕锋高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租赁村
里1000多亩荒山荒地，计划建成一个
大型生态产业基地。 肖剑锋带领村民
垦荒植树种果， 已种植油茶林1200
亩、脐橙50亩，栽植红豆杉、金丝楠木
1万多株，开垦良田100多亩，农场规
模在周边首屈一指。

迎着寒风，肖剑锋带着记者来到
山顶。 俯瞰基地，颇为壮观。 肖剑锋
说：“现在已投入2000多万元了，大大
超出了预算。我几乎搭上了全部家当。
为了回报家乡，我在苦苦支撑着。 ”

基地，成为村里脱贫攻坚的重要

战场。用工上，肖剑锋总是优先照顾建
档立卡贫困户，有不少老人、残疾人在
基地做工。

肖祥顺夫妻是村田村二组村民，
38岁的儿子有智力障碍。 夫妻俩带着
儿子找到肖剑锋。 肖剑锋说：“你儿子
虽有智力问题， 但你们能指导他做事
的话，我还给他开工资呢。”就这样，肖
祥顺一家3口护理油茶苗，每月总收入
超过6000元。

今年4月， 肖剑锋了解到本村还
有40户村民没有脱贫后，主动跟村委
会提出， 让这些村民以各种方式入股
进公司工作。

“肖总回来3年多了，路修好了，还
带动乡亲们增收，村田村大变样了！ ”
联系该村的镇政协联工委主任杨振宇
告诉记者。

点评：

多年来，肖剑锋秉着善良之心，做
着大爱之事。他慷慨救济他人，积极参
加公益事业；他毅然回乡创业，带领乡
亲脱贫增收。

乡亲们说：“肖剑锋不是新宁很有
钱的大老板 ， 却是最有爱心的企业
家。 ”肖剑锋把帮助他人视为“最幸福
的事”，他是精神富有受人尊重的大写
的人。

省生态环境厅集体约谈
一批县市区和单位

存在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限期整改到位

责令327家转供电主体
清退违规金额1059万元
加强转供电环节电价治理， 让用电终端

得到实惠

� � � �肖剑锋（左）带领村民在基地劳动。
（资料照片） 通讯员 摄

湖南好人·每周一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