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龙伏镇达峰村龙化移民区，一幢

幢安置房整齐排列、错落有致，干净通达的

水泥路在乡间纵横，别致的自然生态与蓝

天白云构成了一幅美丽乡村新画卷。该村

一手抓易地搬迁，帮助困难群众“挪穷窝”；

一手抓特色产业培育，助力困难家庭“换穷

业”，开启了脱贫的幸福生活。

挪穷窝：“忧心房”变“舒心房”

“以前住得偏远，小孩上学也不方便，

房子又老又破，一到下雨天就提心吊胆。

感谢党和政府的帮助，让我们搬出山沟住

上新房。”刘建文正在给新建的房子打扫卫

生，他是达峰村桃源组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也是易地搬迁工程中的受益者之一。两年

前，他家还是简陋的土砖房。

达峰村是传统的农耕村落，人口较为

分散，交通不便利，自然资源和基础条件

较差，贫苦人口较多。为了解决“一方水

土养不起一方人”的问题，精准扶贫驻村

工作队与村委会逐一上户摸排，给村民详

细讲解易地搬迁政策实施的基本流程及

后续政策。

贫困户袁开远也享受到了易地搬迁政

策的红利，住上了全新的楼房，“村上给了

建房用地，镇上给我们发放了资金补贴。”

这意味着住进新房，不用花一分钱。说起

搬迁前后的变化，他乐得合不拢嘴，“这样

的生活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

为帮助群众彻底解决安居问题，龙伏

镇党委、政府对症下药，把易地搬迁扶贫工

作作为改善民生、提升群众幸福感的重要

举措来抓落实，严格按照“户申请、组评议、

村表决、乡镇审核、县审定”和“两公开、一

公示”的办法，从实际需求出发，让群众喜

圆“安居梦”。昔日的“忧心房”变成了今日

的“舒心房”，人居环境得到明显改善，贫困

群众“搬”出了美好幸福的新生活。

换穷业：“两业”开拓“富民路”

每天早上七点，袁礼芝就已经开始了

一天的忙碌。在政府的帮助下，他走上了

蜂蜜养殖的道路，并申请了3万元贴息贷款

扩大发展规模。“蜂群能安全越冬，明年的

春季繁殖和蜂蜜丰收才有保障。”他穿梭在

一排排蜂箱前，仔细地察看着蜂箱的情况，

不时为蜂箱里的蜂群补充蜂蜜。

“等、靠、要，只能穷一辈子。要发家，还

是要靠自己的双手。现在政策好，政府还

请专家搞技术培训，指导我们养蜂。”养蜂

投入低、收益高，袁礼芝去年就已经实现脱

贫，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对袁礼芝来说，

梦想已然照进现实。

小产业脱贫，大产业致富。为确保搬

迁群众有稳定的收入来源，达峰村围绕产

业、就业两条主线，着力建好扶贫产业链、

打造就近就业圈，确保易地搬迁贫困户真

正实现留得住、稳增收、能致富。驻村工

作队人员介绍道，“下阶段，我们将继续强

化问题导向，聚焦精准施策，始终保持‘钉

钉子’的精神，进一步引导龙头企业、专业

合作社带领农户兴产业、闯市场，坚决打

赢脱贫攻坚战。”

达峰村的扶贫工作是龙伏镇扶贫工

作的一个缩影，该镇下辖 10 个行政村，其

中 2 个省定贫困村，共有建档立卡户 580

户 1759 人。今年来，镇党委科学谋划，统

筹推进，扎实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帮

助 23 户 76 人搬入新房，同时通过产业项

目和扶贫车间，“挪穷窝”与“稳就业”配

套，变“输血”为“造血”，让贫困劳动力真

正实现“家门口”上班。

目前，该镇共脱贫 552 户 1706 人，其

中就业帮扶项目贫困户年增收达 5000

元/人，产业帮扶项目贫困户年增收达 1.5

万元/户，逐步实现从脱贫攻坚转向乡村

振兴的发展之路。
·精彩湖南·

浏阳市龙伏镇：
鄢 梁 李梦琴

让贫困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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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坚克难片段一：
敢啃“硬骨头”，靓出“天际线”

整治违规户外广告是释放城市立体
空间、消除公共安全隐患的一项“民生行
动”， 也是长沙县城市管理提质年中一块
难啃的“硬骨头”。 泉塘街道“零险情、零事
故”打响了违规户外广告与招牌整治“攻
坚战”。

上户沟通、隐患排查、安全拆除、快速
推进，看似不大的招牌，拆除难度却非常
大。 位于星沙大道的雅美酒店，顶层为玻
璃结构，周边人流密集，长久以来缺乏维
护和修缮，楼顶 150 平方米的大型广告存
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高空拆除难度大、风
险高。 为此，街道多方征询专业公司意见，
研究制订多种预案，通过调用大型吊车高
空作业，将广告牌切割成多个小块，耗时
整整一天顺利完成拆除。

“雅美酒店”只是户外广告整治中的一
个缩影，更多的时候还面临户主的不配合。
街道坚持力量下沉，通过定区域、定人员、

定责任的网格化管理和拉网式排查， 实行
倒排工期、挂图作战，清单式推进。 自 8 月
以来， 共拆除各类高空广告、 大型户外广
告、门店招牌 600 余处,城市的“天际线”更
靓了。

攻坚克难片段二：
敢拔“硬钉子”，旧貌换新颜

泉塘街道地处经开区，辖区面积 20.84
平方公里，6 个开放性小区中有县城最早的
安置区，历史积淀的违章建筑较多。 一处处
违章建筑如同一颗颗难拔的“硬钉子”，是
建设“五零”社区亟须攻坚的难题。

4 月 16 日上午，挖掘机、焊机等闻令
而动， 位于远大路一处 4200 平方米的违
章建筑被依法拆除。 据了解，此处系承租
人违章搭建的厂房，街道和社区干部曾十

余次上门沟通并多次下达整改通知书，但
工作效果不佳，执行强拆也面临着现场情
况复杂、当事人抵触强烈等难题。 为有力
有序推进，街道联系相关部门多次协商制
订预案，细致办理手续，出动 200 余人依
法对其强拆。

据悉，街道始终坚持不漏一处、坚决拆
除的决心和思路，开启“5+2”“白 + 黑”“晴
+ 雨”连轴转的工作模式，行动前充分走访
宣传、调查摸底，行动时果断坚决、协助清
拆，各项工作高效推进。 近年来，共计拆除
违章建筑 1323 处，面积 81531 平方米。

此外， 街道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
作用，在拆违行动中，党员干部带头签订拆
违协议书，主动宣传拆违政策，率先亮出拆
违账本，带头参与拆违行动。 泉塘社区在不
到 40 天的时间就拆除了 441 处违章建筑，
充分彰显了党员带头、带动一片的“泉塘速
度”。

攻坚克难片段三：
敢碰“硬茬子”，守护“泉塘蓝”

泉星社区是星沙片区的美食聚集地，
泉星美食街更是远近闻名的夜宵一条街，
500 米长的道路两侧密布着近 50 家餐饮
门店。 在商业繁荣的背后，油烟污染却一直
是被居民频频投诉的问题。 由于涉及门店
众多、经营者对抗情绪大、问题易反复等原
因， 油烟整治一直是令干部头疼的“硬茬
子”。

今年 8 月以来，街道吹响油烟整治“最
严行动”的号角。 行动中，加班加点、“受伤
挂彩”是常有的事；行动以来，共取缔流动
摊贩 130 余起， 规范餐饮门店 70 余家，督
促 310 家门店安装使用油烟净化器； 为确
保整治效果， 街道还专门建立群众监督机

制，鼓励大家当好“监督员”。 如今，泉星美
食街代表的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更是
一条靓丽美观、整洁卫生的夜市街区。 街道
也将持续发力， 将其打造成点亮夜市经济
的代表品牌。

街道实施散乱污整治、垃圾禁烧、扬尘
治理，对建筑工地、道路扬尘、裸露土堆持
续“亮剑”，铁腕整治，绿色成为了泉塘街道
发展的底色。

“群众的烦心事就是我们的心头事。 ”
泉塘街道党工委书记宁铁说道。 今年，是泉
塘街道成立十周年，泉塘人始终坚守“建设
活力泉塘、品质泉塘、平安泉塘、幸福泉塘”
的初心，牢记“服务民本民生、服务项目建
设、服务经开区”的使命，锐意进取，勇于担
当，持续以工匠精神，打造宜居环境，不断
提升泉塘的幸福指数， 在干出新业绩中努
力前行。 ·精彩湖南·

提升城市品质 精雕幸福泉塘
———长沙县泉塘街道勇于担当解难题小记

谭 中 李 治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李曼斯 通讯员 范婷

“整体都长势不错，明年应该会有部分会
挂果，咱们村脱贫致富有望了！”12月8日，娄
底市新化县桑梓镇的集云村油茶林基地笼罩
在茫茫云雾中，唯见一朵朵洁白的茶花凌寒盛
放，镇扶贫站站长伍志军和党村支部书记杨尊
志也笑开了花。

这是宁乡市扶持 500 万元援建新化桑梓
镇的众多扶贫协作项目之一。2016 年以来，
宁乡市开展与新化县“携手奔小康”行动，已投
入2800万元，援建数十个项目。

投基建,脱贫走上“绿”车道

“这条路建成后，从我们县去冷水江节省
了一个半小时，也解决了集云村和周边一万多
人的出行问题。”在集云村新开通的村级公路
上，新修的水泥路面平整宽敞，刚安装的护栏

崭新锃亮。这是2018年宁乡市对口援建新化
的两条村级公路之一。

集云村地处新化县最东端，与新化县温塘
镇和冷水江市矿山乡相邻。该村受采矿影响，
土地贫瘠，基础设施落后，产业发展深受掣肘。

要想富，先修路！经过前期摸底和调研，
2018年，宁乡市总计投入380万元，建设标准
为4.5米宽的高标准水泥路。

无独有偶。新化县社会福利中心的老年
养护楼项目，是宁乡市2017年对口帮扶项目，
该项目实行医养结合，设计养老床位280张，
目前已经全部竣工投入使用；2019年，温塘镇
中学学生宿舍项目，宁乡投入资金400万元；
温塘镇兴隆坳村和田坪镇犹南山村等 8 个村
级活动中心建设项目，宁乡扶持200万元……

兴产业,由“输”变“造”血更活

“我今年在油茶基地打工的工资近 3000

元，前几天还按股份分了红！”细数今年的收
入，集云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康青山笑逐颜
开。而他口中的基地和分红，样样都与宁乡有
关。

“宁乡投入 50 万元资金作为产业基金，
今年我们发展了板栗、油茶林两个种植项
目，让贫困户以土地入股，前 5 年没有产出
用基金分红，5 年后有了产出用效益分红。”
据集云村党支部书记杨尊志介绍，拿到了产
业基金，该村因地制宜拿出了“基地带农户”
的方案。贫困户拿土地入股，可产生效益
钱，基地每年拿产业基金的 8%作为红利发
给贫困户。

像集云村一样，大皂村今年共开发经果林
333亩，种植了车厘子、板栗等，可带动全村建
档立卡贫困户38户128人增收；大田村开发贡
梨、黄桃、油桃等135亩，可带动全村103户贫
困户增收……

湖南日报12月 9日讯（通讯员 张友亮
记者 肖洋桂）今天上午，石门县秀坪园艺场木
山村到处是采橘、运橘、购橘的繁忙场景。“今
年柑橘收购价每公斤最高4元，比去年高了不
少。”橘农冯光秒一个劲地感谢三润果业合作
社负责人。

国家出台消费扶贫指导意见后，中国石油

湖南销售分公司、中国邮政常德公司积极行动，
与石门县蒙泉镇、秀坪园艺场、百鲜农业、三润果
业等果品主产区和龙头企业协商，制定“统一标
准，统一管理，统一销售，直达市场，合作共赢”的
3年行动计划。中国石油湖南销售分公司利用
其网点、客户及员工多的优势，为石门果品“吆
喝”。常德邮政部门还投入60多万元，在石门县

柑橘产区设立果品分拨中心，建立仓库、包装和
物流系统，将果品直接送达顾客和全国各地，减
少果品损耗和物流成本。

据统计，今年来，这2家公司已销售485万公
斤蜜橘、夏橙、猕猴桃、柚子等，果品畅销全国各
地。“消费扶贫”为石门县果农，特别是8万多户建
档立卡贫困户解决了果品销路，带来了实惠。

湖南日报12月9日讯（通讯员 何兴
安 见习记者 肖畅）近日，湘乡市专项整治
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违纪款现场清退会
在棋梓镇召开。湘乡市纪委监委负责人把
棋梓镇3个村（社区）办理被征地农民养老
保险过程中，违规收取的325800元工作
经费公开退还给633名群众。

2012年底，棋梓镇万罗山社区、洞嘉
社区和棋梓村在为村（居）民办理被征地
农民养老保险时，违规收取了工作经费。
3个村（社区）都开具了临时收款收据，并
把收取的现金存入村级账户作为集体经
费使用。

今年7月，洞嘉社区和棋梓村党支部
书记主动向湘乡市纪委监委交代了违纪
问题，并上缴了违纪资金。日前，棋梓镇

党委分别对以上2个村（社区）的支部书
记、主任进行诫勉谈话，对其他村(社区)
两委成员进行批评教育。万罗山社区的
李辉、李映元、王怡婷等在任职期间存在
其他违纪违法问题，湘乡市纪委监委已给
予开除党籍处分。

“从群众身上拔的毛，哪怕是一分钱
也要退回去。”湘乡市纪委监委主要负责
人表示，召开公开清退会，就是向群众表
明，纪检监察部门毫不手软查处发生在群
众身边的腐败案件，达到“清退一方、警示
一片、震慑一域”的效果。据悉，今年以
来，湘乡市纪委监委深入推进漠视侵害群
众利益问题专项整治和农村基层反腐工
作，对群众身边的腐败和作风问题立案
153件，退还违纪违法资金300余万元。

湖南日报12月 9日讯（通讯员 王
继华 记者 颜石敦）嘉禾县干部李某近
日手提装满现金的纸袋，来到县纪委监
委交代问题，当场上缴违纪款。李某说，
自己日前参加县里的警示教育大会，近
距离聆听法院庭审，深受教育，决定主动
交代问题。

据了解，去年来，嘉禾县纪委监委扎
实做好执纪审查调查“后半篇文章”，通过
通报案情、编写违纪违法人员忏悔录、组

织观看警示教育片等，给全县党员干部打
好“预防针”。该县创新教育方式方法，聚
焦身边案件，组织全县党员干部到法院旁
听案件审理，警示教育身边人。变庭审为

“课堂”，用身边真实案例促使党员干部汲
取教训，引以为戒。

今年来，嘉禾县组织庭审旁听、警示
教育大会等 7 次，编印《农村党员违纪案
例汇编》400 余册，起到了很好的教育效
果。

安化群众文化活动出彩出新
湖南日报12月 9日讯（记者 杨军

通讯员 陈洋）12 月 7 日，2019 湖南省红
色旅游文化广场舞大赛总决赛在安化
县落幕，安化广场舞协会夺得“金杜鹃”
奖。

近年来，安化县以活跃群众文化生活
为契机，建设“活力安化”，群众文化活动
出新出彩。在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欢乐潇湘”全省群众文艺汇演活动评审
中，安化县选送的舞蹈《金果果与老山猫》

《榨油》分获特等奖和一等奖。
安化县在群众文化活动中，紧扣地

域特色，抓住黑茶、旅游与文艺活动相结
合这条主线，广泛覆盖城乡群众。“欢乐
潇湘·神韵安化”月月乐活动，已连续举
办 7 年，坚持一月一主题，一月一活动，
活跃了群众文娱生活。一批源自乡村沾
有泥土芳香的群众文艺节目，打出名
气。展现黑茶之乡的村民热爱生活、创

富家园的原创舞蹈《黑茶飘香》获省级一
等奖，舞蹈《梅山秋韵》、歌曲《你来得正
是时候》获市级一等奖。《安化千两茶踩
茶号子》成为安化黑茶文化的一个经典
展演节目。该县还利用传统佳节和习俗
等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清塘
铺镇梅山山歌大赛、大福镇中秋烧宝塔、
奎溪镇雾寒村的乡村春晚等活动，深受
群众欢迎和喜爱。

安化县结合地域特色和主流文艺活
动举办的特色培训，给予群众文化活动
有力支撑。他们每年邀请省内外知名专
家，对基层文艺骨干和村级文艺积极分
子进行培训，培训一批带动一片。目前，
全县有县级音乐、舞蹈、民族器乐等文艺
协会 50 多个，23 个乡镇组建腰鼓、民
乐、龙舟、广场舞等民间文艺表演团体近
200 个，表演人员近 6 万人，受惠群众近
60万人次。

12月7日，蓝山县塔峰镇北
洲洞村砂糖橘种植基地，人们在
为果树覆盖薄膜，以保温保鲜，
改善果实品质。该基地180余
亩砂糖橘下个月将大面积成熟，
迎来采摘季。

彭华 摄

户帮户亲帮亲

互助脱贫奔小康互助脱贫奔小康
山长水阔情更深
——宁乡市与新化县开展扶贫协作侧记

石门：“消费扶贫”惠农增收
湘乡退还32万元“搭车收费”

嘉禾聚焦身边案警示身边人

覆膜防寒助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