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桃源县政府采购主管部门审核，桃源县农村宅基地
和集体建设用地确权登记颁证服务项目（二标）已具备公
开招标条件，采购人为桃源县自然资源局，预算金额
16100235 元，现予以公告。具体详情请关注常德市政府
采购网(http://changd.ccgp-hunan.gov.cn)和常德市公共
资源交易网(http://ggzy.changde.gov.cn)。

湖南创迪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20年4月7日

采购项目招标公告

经常德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常德市武陵区腰
路铺安置小区二期室外配套工程已具备公开招标条件，
招标人为常德市一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投资额约
1418.42万元，现予以公告。详情请关注湖南省招标投标
监管网（www.bidding.hunan.gov.cn）及常德市公共资源
交易网（http://ggzy.changde.gov.cn）。

常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
2020年4月7日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杨 坚 张 源 张佳伟
4 月 1 日，新宁县兴牛村购电商运

营团队成员们的脸上洋溢着开心的笑
容，他们又收到一批求购新宁猪血丸
子、豆腐干等当地特产的订单。“兴牛村
购”创始人张民告诉我们：“复工以来，
每天都有不少订单。前段时间，我们与
喜富果业合作，不到 10 天，脐橙销售 8
万多件，交易额200多万元。”

新宁县以建设全国电子商务农村
综合示范项目为契机，将电商扶贫纳入
全县产业扶贫建设体系中，构建“人+
货+山”电商发展模式，破解“谁来卖、卖
什么、怎么卖”的难题，加快农民脱贫致
富步伐。

引导农户融入电商产业链
为培育农产品“卖货达人”，新宁县

推进“万千百”电商人才培训工程，即开
展 10000 人 次 电 商 普 及 培 训 、培 养
1000 名电商能人、孵化 100 位电商精

英，为电子商务进农村储备人才，促使
农村电商遍地开花。

借助惠农网商学院的讲师力量，新
宁县搭建线上培训平台，引导农户融入
电商产业链，让农户足不出户学习电商
基础知识。对于在乡创业的“农二代”、
有志青年，新宁县组织青年创业培训，
促进创业就业转化。为确保人才孵化
基础设施齐全，新宁县电子商务公共服
务中心还设置电脑实操室，提升电商从
业者的实操技能。

截至目前，新宁县先后开展普及、
专题培训149期，培训9000余人，全县
16个乡镇、114个贫困村实现培训全覆
盖，已开设网店1842个。

制定“1+1+N”品牌发展战略
得益于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

生态资源，新宁县已建立起粮、牧、果、
林、药、烟六大主导产业。脐橙，是新宁
县的明星产品。作为全国四大脐橙出
口基地县之一的新宁县，种植脐橙已有
3000 年历史，种植面积 46 万亩，年总
产量达45万吨。

为了将产品变成商品，新宁县携手
惠农网制定“1+1+N”品牌发展战略，打
造 1 个崀山脐橙、1 个区域公用品牌农
产品，通过公用品牌整合县域N款农特
产品。《新宁县农产品区域共用品牌使
用管理办法》的出台，形成以行业协会、

龙头标杆企业为主，广大微商、个体网
店为辅的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长尾”
力量。多渠道、多形式、多主体的策划
方案，将县内 16 家电商企业纳入推广
应用主体，使品牌传播的力度得到大幅
提升。

新宁县还从标准化入手，规范农产
品生产和产后商品化处理流程，并依托
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开展集中式的
标准化应用推广活动，为相关企业提供
各类标准化供应链服务，确保产品的

“最初一公里”运作有条不紊。
随着“1+1+N”品牌发展战略的不

断深化，“崀山脐橙”以及区域公用品牌
农产品成为新宁县一张靓丽名片。“崀

山脐橙”在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博鳌峰
会上，荣获 2019“中国好农货”年度区
域品牌称号，且“崀里果崀”“崀山脐橙”
同时拿下“创新营销榜样”荣誉称号。

实现信息、物流、资金一体化
世界自然遗产地崀山脚下，遍布脐

橙园。新宁县已成功举办五届的中国
崀山脐橙文化旅游节，成为农民进入市
场的重要桥梁、农村联结市场的重要纽
带。农业与旅游共融发展，加快了“景
区+园区+扶贫”的跨界融合。

今年疫情期间，县委主要领导为脐
橙代言，呼吁更多的电商平台及渠道商
助力崀山脐橙销售。短视频一播出，得

到众多平台及群众关注，抖音、今日头
条等新媒体接连转载，在腾讯微视单日
播放量 200 多万，直接带货 35.5 吨。2
月 11 日至 3 月 5 日，在龙丰果业、喜富
果业、崀山果业等企业的积极参与下，
全县脐橙网络交易订单达30多万件。

关注多了，订单来了，为了将农产
品完好地从农民的田里送到买家的手
里，新宁县通过湖南崀峰配送有限公
司整合“四通一达”物流快递企业，实
现信息、物流、资金一体化。该公司制
定 10 条统一配送路线，打造“县—乡
镇”“县—村”两级特色物流配送体系；
又通过分布在各乡镇、村的物流快递
点，向农村居民提供自提服务和双向
物流服务，真正实现“工业品下行”与

“农产品上行”配送网络双向畅通。目
前，“县—乡镇”体系实现 24 小时内完
成配送，“县—村”体系实现 36 小时内
完成配送，整合后的物流成本较往年
降低10%以上。

电商新模式 破解买卖难
——新宁县农民脱贫致富有了新推力

湖南日报记者 刘燕娟 通讯员 刘玲

去年 3 月，益阳市纪委监委成立专案组，
对沅江市聂纯昌案背后的腐败和“保护伞”问
题进行深挖彻查，截至目前，已有14名公职人
员先后被查处并移送司法机关，其中沅江市
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李和平就是典型代表。

一个已退休5年的处级干部，为何会沦为
黑恶势力的“保护伞”？近日，益阳市纪委监委
披露了相关案情。

糊涂担保，为黑恶势力站台
“我这一生最惨痛的教训，是结交了不该

结交的人。一种是不讲信誉的人，一种是以恶
制恶、以强取财的黑恶之人。”李和平口中的
恶人，正是沅江市不法商人聂纯昌。

2010 年底，李和平介绍并担保私营企业
主刘某到聂纯昌处高息贷款50万元。“李和平
明知聂纯昌利用典当行在台面下违法高利放
贷，没有去制止、举报，反而介绍和担保他人
上门，变相成了黑恶势力的支持者。”办案人
员介绍。

刘某在偿还几个月的利息后，因资金短

缺躲了起来。2011 年底，李和平获得刘某行
踪，立即将消息告知聂纯昌。聂纯昌派出几个
马仔将刘某控制起来，并要求李和平到场充
当说客逼迫刘某还钱。最后，刘某被迫出具了
一张 170 万元的欠条。聂纯昌还强迫刘某用
自己的酒厂设备抵债，同时要求李和平再一
次签字担保。

“10 分钟之内赶到某某宾馆。”2012 年 5
月的一个深夜，聂纯昌电话通知李和平限时
赶到沅江某宾馆。李和平不敢怠慢，7 分钟就
赶到了。原来是当地一名商人欠了聂纯昌的
债，聂纯昌想要他的两间门面抵债，但这两间
门面已过户给了商人张某。聂纯昌便借李和
平来震慑张某，让张某看到一个处级干部他
都可以召之即来，得罪他没有好果子吃。

“李和平到达宾馆后，应聂纯昌的要求做
张某的思想工作，直到凌晨一点多，张某被迫
答应聂纯昌的要求后才离开。李和平的这种
行为，实际是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为黑恶势
力站台撑腰。”办案干部说。

深陷泥潭，向老板索贿抵债
李和平从一名乡镇干部，一路干到沅江

市处级领导岗位，十分不容易，但也有一些干
部直言他迟早会出事，“喜欢结交大老板，喜
欢过高档享受的生活，谁喊吃饭都去，连社会
上‘打流’的也称兄道弟”“这个人做事没有一
点原则和底线”……

刘某在聂纯昌处高息贷款后，因无力偿
还选择了跑路，担保人李和平却无法“了难”。
为替刘某“买单”，2012年3月，李和平向自己
关照过的房产商龚某索要了两套总价值82万
元的房产，交给聂纯昌抵债。

龚某之所以如此“大方”，是因为 2005年
至 2006年，李和平在担任沅江市科技工业园
管委会党组书记期间，为龚某竞拍工业园约
75 亩土地用于房地产开发提供了帮助。工业
园确定龚某为该宗土地受让意向人，在龚某
未按合同约定时间缴齐土地出让金的情况
下，仍为其土地开发提供了“三通一平”服务。
这就为李和平7年之后主动索贿埋下了伏笔。

2014年7月，李和平退休后，认为什么事
都可以做了，相继到多家公司兼职。2018年11
月底，在全国上下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大
环境下，李和平甚至还到聂纯昌的建工公司担
任顾问，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其公司出力。

祈求“神婆”，也难逃落马下场
2019 年初，聂纯昌作为扫黑除恶重点对

象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
同年3月的一天深夜，李和平接到一个神

秘电话，他立即驾车来到益阳城区某僻静处。
两个陌生人上车，递给他一张纸条，并带话
道：“聂总要你提供他所需案件的信息，帮他
在外面请律师……”

此刻的李和平自认为与聂纯昌是一条绳
上的蚂蚱，不仅没有及时告知组织，反而立即
联系聂纯昌的女儿商量对策。之后又多次参
与、协助传递信息，试图帮助聂纯昌逃避法律
制裁或减轻处罚。

同时，李和平担心自己被查，变得坐立不
安、夜不能眠，带上妻子去寻求神灵的庇护。
他们找到一个“神婆”，虔诚地跪拜，将“神婆”
施了法的茶叶带回家每天泡饮。

办案人员说：“李和平作为一个入党几十
年的领导干部，不是选择向组织坦白，而是祈
求神灵保佑，其共产党员的信仰荡然无存。”
今年 3 月，李和平被开除党籍，按规定取消退
休待遇并移送司法机关。

邵阳市：“16条”
决战残疾人脱贫攻坚

湖南日报4月7日讯（记者 郑丹枚 蒋剑平 通讯
员 杜小光）4 月 2 日，邵阳市残联赴邵阳县开展残疾
人脱贫攻坚大排查工作，拉开该市全面摸排未脱贫残
疾人“两不愁、三保障”及“16 条”惠残政策落实情况
的序幕。

为确保贫困残疾人年内全部实现脱贫和稳定脱贫，
邵阳市整合残疾人帮扶政策和各部门资源力量，于3月
下旬制定16条惠残政策措施。据省残联介绍，这是我省
唯一以市州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名义出台的残疾人脱贫
攻坚措施。

“16 条”从生活、助学、就业和创业等方面，对残疾
人予以关爱和扶持，在全省率先明确3个“全覆盖”、2个

“100%”，即6岁以内残疾儿童基本康复服务全覆盖、有
需求的建档立卡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全覆盖和
市残联对县（市、区）蹲点挂牌督战全覆盖，有需求的建
档立卡贫困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 100%和有需
求的建档立卡残疾人辅具适配服务率100%。今年起,该
市将贫困重度残疾人单独纳入低保，同时微调残疾人

“两项补贴”，即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
补贴。

该市在实施“农村贫困残疾人增收计划”基础上，还
将加大贫困残疾人创业扶持力度。根据符合条件的建档
立卡对象实际需求，按照县市 10000 元/人、三区 6000
元/人的标准落实到人。加强残疾人就业扶贫示范基地
建设，明确每个县（市、区）的县级示范基地安排不低于
5万元的资金扶持。此外，推出残联系统“连千村帮万户
扶贫工程”。

为克服疫情对残疾人脱贫的影响，该市还对普通盲
人按摩门店、残疾人个体工商户、残疾人私营业主给予
一次性房租补贴；对省、市、县级残疾人就业示范基地、
阳光扶贫示范基地给予支持性服务费用等。

浏阳率先完成33个行业
排污许可发证登记

湖南日报4月7日讯（记者 陈新 通讯员 张建辉
石敏）浏阳市工业企业数量占长沙 1/3，排污许可证是
排污单位必须持有的证件。记者今天从长沙市生态环境
局浏阳分局获悉，截至目前，浏阳市33个行业排污许可
发证登记任务总数492家全部完成，是湖南省首个实现
发证率、登记率“双100%”的区县。

自排污许可工作开展以来，浏阳将排污许可工作
当作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抓手，按照“先人一步、
快人一筹、强化质量、全省第一”的工作要求，保持

“高进展、高质量、高成效”的目标，确保了工作高质
量推进。

为强化专业指导和培训，浏阳市邀请了湖南省排污
许可核发技术行业专家对企业进行排污许可重点、简化
管理类别填报培训，现场讲解技术规范及填报要求，并
以浏阳市已提交食品企业为填报模板做实例讲解。同
时，浏阳市排污许可办全体人员加班加点全面梳理 33
个行业重点、简化管理未发证企业名单，采取“一对一”
的方式现场指导企业进行填报，按照“填报一家审核一
家，通过一家完成一家”的工作模式全力推进工作，确保
完成省市目标。

湖南日报记者 刘燕娟
通讯员 米承实 舒雪恚

4 月 7 日，溆浦县水东镇溪口村脱贫户
贺显文的养猪场，正在喂猪的老贺信心满满
地说：“21头架子猪端午节可出栏，每头纯赚
3000 元没问题。还有 3 头母猪要下崽了，最
少有30头，7个月后又可赚9万元。”

这自信来自鼓起的腰包。“住上新房、开
上小车，现在的日子我以前想都不敢想。”老
贺说，这要感谢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感谢“舒
佬佬”。

在溆浦县，“佬佬”是对弟弟或辈分比自
己低的男性的昵称。老贺口中的“舒佬佬”，
是县纪委监委驻溪口村扶贫工作队队长舒
孝忠。

“这个舒队长白白净净、斯斯文文的，一
看就是来‘镀金’的，在村里呆不久，我们指望

不上的。”4年前，组织一声召唤，舒孝忠安抚
好刚怀上二胎的妻子，毅然来到溪口村驻村
扶贫，却遭到村民的非议。他下定决心，一定
给村里带来变化，让贫困群众过上好日子。

深入贫困户家中拉家常、讲政策、谈发
展……没多久，狗见到舒孝忠都不叫了，村
里的情况也摸透了：溪口村离县城近，村民
致贫的原因主要是缺乏信心，抱着破罐子破
摔的心态，只要饿不死就得过且过。

62岁的贺显文就是其中一位。他家只有
7分田，22年前妻子忍受不了贫穷离家而去。
他既当爹又当娘地将一双儿女拉扯大，日子
过得艰苦，一直抬不起头。

舒孝忠多次与贺显文谈心，鼓励其振作
精神，引导其儿子外出务工。得知老贺想养
猪却没有启动资金，舒孝忠帮他申请了 3 万
元小额贷款，扩建猪舍 20 间，购进小猪，第
二年又帮他申请危房改造。新房落成，猪儿

出栏，老贺顺利脱贫，儿媳妇也娶进了门。
去年，非洲猪瘟来袭，舒孝忠邀请畜牧

技术人员上门为贺显文服务，猪儿一头也没
损失，全年出栏肥猪 80 多头。如今，老贺满
脸春风，一有空就应邀去给村里新的养殖户
传授秘诀。

这几年，舒孝忠和扶贫工作队坚持扶智
与扶志并举，引导 33 户贫困户发展养猪、养
鸡、油茶等产业，走上了致富路。同时，引进
种养大户流转水田 800 余亩、山地 2000 余
亩，建成草莓、优质稻、柑橘等6个产业基地，
既给村民交租金，又吸纳 100多人在家门口
就业。其中油茶基地、柑橘基地和油茶加工
坊还让贫困村民入股，累计分红31.8万元。

如今，溪口村 146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都
有致富门路，553人顺利脱贫摘帽，贫困发生
率降至 0.62%。村民对舒孝忠的非议早就烟
消云散，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舒佬佬”。

湖南日报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杨雄春

4 月 3 日一早，蓝山县大雨滂沱。一条
“近期雨水频繁，注意瓜地清沟排水”的信
息，发布在土市镇泉塘村微信群。56 岁的瓜
农程高启收到提示，披上雨衣，扛着锄头，一
瘸一拐朝自家瓜地奔去。

多年前，程高启因交通意外造成身体残
疾，靠种大豆、花生糊口，是村里建档立卡贫
困户。2013 年，泉塘村干部带头发起成立甜
甜西瓜种植合作社。村委会主任、西瓜种植
大户程少良主动登门，劝程高启加入合作
社，并借1万元给他作启动资金。

“以前种地，完全靠经验蒙，收成没个
准。”程高启说，自从跟着合作社干，有技
术人员指导，种地变轻松。去年他种的西
瓜净赚 10 余万元，今年种植面积扩至 80
多亩。

在合作社帮助下，泉塘村 80 后瓜农程
新亮成了远近闻名的西瓜种植能手，并主动
帮助外村10多户村民种西瓜。

今年疫情发生后，合作社联系专家开展
远程“云会诊”，帮助瓜农解决种植难题。前

不久，程少良发现西瓜叶子有点发蔫，立即
用微信拍照发给外市西瓜种植专家诊断。很
快，对方开来“处方”，要求对小棚开窗排湿。
如今，地里西瓜苗越长越壮。

“早熟西瓜苗还没有下地，就有水果商
来联系购买。”村党支部书记、合作社负责人
程柳青介绍，村里采取“合作社+基地+农户”
模式，已带动全村 200 多户村民种西瓜，共
发展早熟西瓜 6000 多亩，村里 25 户贫困户
全部脱贫。

致富西瓜甜甜甜

精准扶贫在三湘 “舒佬佬”领着奔富路

湖南日报4月7日讯（记者 田
育才）今天，记者从张家界市文旅
广体局获悉，清明小长假，该市共
接待游客13.28万人次，实现旅游
总收入1.19亿元，市场回暖趋势明
显，游客接待量较节前有所增长。
全市各景区景点均严格进行体温
检测、消杀灭菌、扫码登记等。

面对疫情带来的冲击，张家
界打出组合拳，启动恢复市场

“310”行动计划、“网游张家界”
等系列营销活动，通过云旅游、短
视频、慢直播、线上展览等方式，
线上与游客进行全方位互动，使
游客足不出户看美景、涨知识。该
市还推出系列优惠政策，在 4 月
30日前，所有景区门票及景区交
通工具和部分酒店“买一送一”。
清明小长假，来张游客不仅欣赏
了绝版风景，还享受到一系列优
惠和便利。

测体温、扫绿码……4月6日，
来自常德的王女士结束张家界行
程时，专程来到张家界网红店“秦
大妈锅巴饭”，吃了心仪已久的“妈
妈炒肉”和“大妈秘制饼”，称赞张
家界旅行“玩得开心，吃得放心”。

湖南日报4月7日讯(记者 蒋
茜 通讯员 文紫湘 毛娟)记者今
天从永州市文旅广体局获悉，4月
4日至6日，永州共接待游客41.81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88亿
元，文化旅游市场回暖趋势明显。

目前，永州市已有37家A级
景区恢复开放，24家星级酒店恢
复营业。为确保清明节期间旅游
安全有序，该市文旅部门对全市
各大景区开展了旅游安全隐患大
排查，落实消毒、体温检测等防疫
措施。同时，通过景区显示屏、文
化永州公众号等平台，发布景区
实时动态、天气、交通等信息，引
导旅客合理安排出行。

清明节期间，东安县南溪花
海景点推出免入园门票的优惠政
策，旅客不仅可以参与石林探险，
还能免费体验打糍粑、品尝水牛
花粑粑等活动。道县陈树湘烈士
纪念园恢复开园，配合搭建了“树
湘精神”平台，开展祭奠英烈活
动，成为当地旅游一大亮点。零陵
古城、双牌花千谷、江永勾蓝瑶
寨、江华瑶都水街等地，都引来众
多旅客。九嶷山舜帝陵、阳明山是
最热门的景区，接待人数分别达
到1.3万人次、0.96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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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退休5年后被揪出的“保护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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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光好
鸟儿欢

4月 6日，衡阳
市生态公园，花儿与
小鸟为伴，一派春意
盎然。

曹正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