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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曾晓风

冬日清晨，天刚蒙蒙亮，邵东县仙槎桥镇青
山村还笼罩在浓浓晨雾中， 村民左素英已开始
清扫村道。每天早上6时起床、义务清扫村道，成
了左素英的习惯。

“村子是我们自己的家园，我们要好好保护
它。”左素英说。

在青山村， 像左素英一样的志愿者有132
人，他们义务清扫道路、照顾老人、扶贫帮困，为
建设美丽家园默默奉献。

12月15日，记者来到青山村，看到的是满
眼“绿”色，绿色墙体、绿色路灯杆,街净水清。冬
日暖阳下，路边的茶花次第开放，绿叶红花格外
耀眼，毫无冬日的萧瑟。

青山村是邵东有名的“五金之乡”。近年来，
该村加快美丽乡村建设，治理环境污染、打造绿
色工厂、发展绿色经济，取得显著成效，今年11
月被评为全国文明村。

村民单艳辉介绍， 以前村里五金工厂随意
排放，环境脏乱差，下雨时脏水混着雨水流满村
里坑洼的路面，人根本不敢出门。

“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2005年，
郭海同当选村党支部书记， 开始带领村民治理
环境污染。一家一家工厂走访，对排污口进行改
造，达到污水“零排放”；美化工厂环境，倡导建
设绿色工厂，厂区内外种上绿色植物。同时，硬
化道路，组组通上水泥路，道路两旁种上茶花树
等。对污染严重的村中山塘进行改造，建成文化
休闲亭，臭水塘变成了一道靓丽风景。对垃圾统
一收集运送，统一填埋处理，并开展绿化美化庭
院活动。

在治理环境的基础上， 青山村还先后建设
了自来水厂、青山小学、高标准村级活动中心、
邵阳市首个村级党建文化广场等，并开展“十星
级文明户”“最美家庭”“最美创业之星” 等文明

创建评选活动；组建了广场舞队、花样女子舞龙
队等10多支文体队伍， 定期举办舞蹈比赛、农
民运动会等，村貌村风焕然一新。

美丽的环境、文明的村风，吸引多家企业落
户青山村，推动村里产业转型升级。荣贵电力设
备制造有限公司便是其中一家。2012年， 该公
司从另外一个村搬到青山村。 公司总经理左建
伟告诉记者：“我把企业搬到青山， 主要是看中
这里山清水秀人文明。溪里的水是清的，房前屋
后是绿的。你在村里走，地上看不到垃圾。而且，
村干部作风正派、服务周到，村民热情好客、通
情达理。”

村党委书记郭海同（2013年青山村成立党

委）说，现在村里已形成完整的五金产业链，有企
业12家，解决就业800余人，年创产值8000多万
元，年上缴税收400多万元，村民人均纯收入今
年将达到1.5万元。村庄美丽，产业兴旺。去年8
月，以郭海同带领乡亲们建设美丽乡村为原型拍
摄的微电影《小村大爱》，被中组部向全国推介。

“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青山村真
正变成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这是郭海同在微
信朋友圈的签名。 他说：“党的十九大提出坚持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这让我们倍感振奋。我们将
贯彻好新发展理念，在发展五金工业的基础上，
大力发展绿色生态产业。目前，我们正在村边的
荒山上种植茶花树，打造成片茶花观赏园。”

邵东县青山村———

“五金之乡” 绿意浓

新时代 新气象 新作为
———湖南乡村振兴探索

� � � � 12月17日，邵阳市首个村级党建文化广场———邵东县青山村党建文化广场。 通讯员 摄

肖星群 杨卫星 周骄松

近日，寒气袭人。涟源市枫坪镇天柱
山禽业合作社理事长龚光辉一早来到育
雏舍，观看全自动“温室暖房”里鸡苗生
长情况。“这里面一部分鸡苗会免费发给
贫困户。今年，公司已为1600多户贫困
户免费发放鸡苗10多万羽。” 龚光辉开
心地说。

天柱山禽业合作社集家禽饲养孵
化、饲料加工、兽药及技术服务、有机肥
加工、产品销售于一体，是娄底市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 还被国家农业部评为蛋
鸡标准化示范场。

合作社“掌门人”、今年35岁的龚光
辉， 是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财经大学毕
业的硕士研究生， 曾在俄罗斯求学7年。
当时，父亲的养殖场正遭遇困难，规模变
得越来越小。父亲说：“你有知识，我有经
验， 要不你来养殖场， 和我一起搞养殖
吧。”龚光辉没有多想，便来到了养殖场。

他们成立了天柱山禽业有限公司。
公司规模越来越大， 一年最多卖出鸡苗
2000万羽，实现利润400多万元，公司黑
鸡和乌鸡两个主打品种远销全国各地。

从2014年开始，公司在枫坪、古塘

等10多个乡镇发放鸡苗100万羽， 采取
“公司+基地+农户” 模式， 实行统一管
理、统一养殖品种、统一饲料供应、统一
疫病防治、统一技术服务、统一销售，联
结贫困户1500多户， 户均年增收6000
元。2015年、2016年， 每年帮扶贫困户
2000户以上，间接带动中小养殖户4000
余户。龚光辉还牵头组织当地农户，成立
了天柱山禽业合作社。

去年，天柱山禽业被涟源市定为3家
重点产业扶贫龙头企业之一。 今年1月，
龚光辉又和涟源市扶贫办签订了重点产
业扶贫项目帮扶合作协议。 涟源市扶贫
办以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入股， 委托天柱
山禽业帮扶2400余户贫困户。今年上半
年，天柱山禽业已给明星村、球树村114
户贫困户发放红利15.16万元。

如今， 天柱山禽业正在进行二期工
程建设，规划总投资1.1亿元，建设两栋
高标准鸡舍。项目建成后，这艘“养殖航
母”将搭载更多贫困户，加快打赢脱贫攻
坚战。

因为在产业扶贫方面做出突出贡
献，龚光辉先后被评为涟源市杰出青年、
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劳动模范等，今年
又入围“湖湘青年英才”支持计划人选。

精准扶贫 在三湘

湖南日报12月22日讯（通讯员 蔡俊 记者
龚柏威）12月21日， 益阳市大通湖区千山红镇
利厚村沟渠清淤现场，挖掘机在紧张作业，数十
名工人在填整淤泥、 筑堤。 千山红镇这次投资

310余万元，共清理沟渠13条，总长度50.3公里。
沟渠清理后， 该镇农田灌溉保证率将提升至
95%以上。

今冬，大通湖区实施沟渠塘坝清淤增蓄工程，

投入资金1635万元，清淤沟渠74条，总长度192公
里，清淤量108.77万立方米，12月底前可全面完工。
项目完工后，可新增灌溉面积11.04万亩，清淤工程
范围内灌溉保证率平均可达91%以上。

大通湖区实施沟渠塘坝清淤增蓄工程

“海归”当上扶贫“鸡司令”

通讯员 李青 杨勇

“今年可以舒心地办年货、 过大年
了。”临近年底，安化县梅城镇三里村村
民陈再平心里颇为高兴。 作为建档立卡
贫困户， 他家这几年享受了危房改造补
贴、 获得了小额贷款等， 自己努力搞生
产， 家里4口人， 今年人均收入可超过
3500元， 还建好了面积达120平方米的
新房，达到了脱贫标准。

在三里村，与陈再平家一样，今年达
到脱贫标准的贫困户有28户。

三里村脱贫工作驶上快车道 ,主要
在于村里有了主心骨。该村是由3个小
村合并而成的，2014年有建档立卡贫
困户131户470人。近年来，村里脱贫工
作稳扎稳打往前走。今年5月，村支两
委换届选举，村支书吴宗让再次当选，
同时村支两委补充了4位年富力强的

新成员。吴宗让说，新班子成员平均年
龄46岁，在梅城镇党委、政府领导下，
大家拧成一股绳， 把发展扶贫产业作
为头等大事来抓， 带动贫困村民尽快
脱贫。

据了解，三里村新班子还建立了“周
一例会制”，即在每周一上午，村支两委
成员、驻村干部召开例会，总结、安排工
作。实行例会制，促进了决策科学化、民
主化，增强了班子凝聚力。

随着村子附近二广高速通车、 梅城
镇绕镇公路建设接近尾声， 三里村招商
引资工作来势看好。目前，村里混凝土搅
拌场已建成投产，投资5000万元的中梅
驾校完成了征地。吴宗让说，村里下一步
要在汽贸、 建材市场建设等方面加大招
商力度，不断增加村集体与村民收入。争
取到明年底， 村里剩下的51户贫困户全
部脱贫。

有了主心骨，脱贫有盼头

为进一步加强对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任命的人员的监督，增强其公信力和群众基础，现对拟提请省人
大常委会任命法律职务人员进行任前公示：

任前公示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反映和举
报拟任人选思想作风、道德品质、
工作能力、 廉政勤政等方面的情
况和问题， 同时对是否符合法官
法规定的任职条件和有无法官法
规定的任职限制情形进行监督。
举报人可以通过信函、电话、电子
邮件或者到受理单位当面举报 ,并
请签署或告知本人真实姓名和工
作单位。 所举报的问题， 应当真

实、准确，内容尽量具体详细，并尽
可能提供有关调查核实线索。 举报
人将受到严格的保护， 但严禁造谣
中伤、串联诬告。

受理举报期间：2017年12月23日
至2017年12月29日

受理举报单位： 湖南省高级人民
法院政治部

湖南省纪委驻湖南省高级人民法
院纪检组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监察局
受理地点： 湖南省长沙市东二环

二段320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
大楼1306办公室

受理电话：0731-82206469；
0731-82206423；

邮箱：sgyrdrmgs@163.com；
邮政编码：410001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7年12月22日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民族 籍贯 政治
面貌

学历学位 现任职务 拟提请任命职务

孙劲松 男 1974.03 汉族 湖南
邵东

中共
党员

湖南省委党校
在职研究生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立案信访局立案二庭庭长

通讯员 许群飞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12月19日，天气晴好，永兴县冰糖
橙走俏市场，正是热销之季，而永兴县湘
阴渡金果果农业综合开发公司推出的
特色品种“桔湘沅” 冰糖橙早已销售一
空。 入股该公司旗下蓝勃高新农科专业
合作社的农户们喜笑颜开， 农民专业合
作社成为当地贫困户心中的“金果果”。

“我虽然身体条件差， 但在这里务
工一月能挣3200元。” 说起现在的工
作，在金果果农业综合开发公司上班的
湘阴渡油塘村贫困户李小清乐得合不
拢嘴。他由于身残致贫，靠就近就业，实
现了脱贫梦。

金果果农业综合开发公司董事长
李乐意是位90后大学生，大学毕业后回
乡创业。他以油桃、冰糖橙、麒麟瓜种植
开始。随后，又请来了湖南农业教授邓
子牛研发培育特色产品“桔湘沅”冰糖
橙和“玫瑰红”冰糖橙，“桔湘沅”冰糖橙
采用冰糖橙苗与柚子树嫁接的新技术。
李乐意说：“桔湘沅冰糖橙具有果大、无
酸、糖分高的特点，而玫瑰红冰糖橙具
有肉红、果脆、高糖的特点，价格相当于
普通冰糖橙的2至3倍。”

走出了一条高效特色水果种植的
路子后，李乐意不忘乡亲，他于2013年
成立永兴县湘阴渡蓝勃高新农科专业
合作社，流转油塘、山冲、堡口等村的土
地2200多亩，吸引120户农户以土地入
股、参与经营、保底回收的方式进入合
作社，让老百姓成了股东。还解决200多
贫困人口等就业问题。

“3年来，合作社通过土地流转、吸
纳务工、 土地资金入股等扶贫方式，已
带动109户贫困户实现了增收脱贫。”李
乐意介绍， 目前， 合作社已种冰糖橙
1400亩、黄桃300多亩，今年在还未大
面积挂果的情况下，该公司已实现销售
收入1000万余元。进入丰产后，入股合
作社及就业的贫困群众不仅全部脱贫，
还能致富。

李乐意说他的底气来源于两个方
面， 一是入社就业的200多人经几年培
训，已由农民变成了“技术工”，种植成
效越来越好；二是该公司不断拓展销售
“门路”，通过市场营销及电商、微商方
式，产品远销长沙、上海、北京等地，并
成功打入华南最大的水果市场广州江
南果菜批发市场，实现了产品“供不应
求”。

脱贫“金果果”

湖南日报12月22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
讯员 雷文明 ）今天下午，省公安厅交警总队
召开全省公安交警视频会议， 对做好岁末年
初重要活动及元旦道路交通安保工作进行部
署。全省公安交警将连续作战，全警上路执法
检查，严管严处酒驾醉驾、超速超员、疲劳驾
驶等严重违法行为， 全力打好年终收官交通
安全保卫战。

会议指出， 岁末年初特别是元旦期间历

来都是大型活动的集中举办期， 也是酒驾等
严重交通违法的集中高发期， 全省各级公安
交警要提前行动，周密部署，全警上路，以预
防重特大交通事故为主线，深入开展“四大交
通安全整治攻坚战”，狠抓秩序整顿、保安护
畅工作。针对各类大型活动集中增加，城市人
员车流大规模集中和城郊、景区、重点活动场
所道路通行压力大等特点，要做好交通组织，
提前分析预判，提前做好“两公布一提示”，制

定好疏堵保畅方案， 科学调整警力部署与勤
务安排。年终岁末是酒驾等违法行为高发期，
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各级公安交警要结合本
地实际， 持续开展酒驾严查严处统一夜查行
动，以周末夜间凌晨为重点时段，以酒吧、歌
厅、餐馆等地区为重点区域，加大酒驾打击震
慑力度。元旦期间，预计中短途自驾车交通流
量大幅增加，高速公路、景区道路流量大，交
通拥堵增多，且大多存在夜间赶路，事故风险
增大，各级公安交警要力求最大限度将警力、
装备投放到路面，加强重点路段、时段的巡逻
管控，全力做好保安护畅工作。

岁末年初交警将严处酒驾醉驾

湖南日报12月22日讯 (记者 邢玲 通讯员
张鹏程)12月20日一早，益阳市赫山区泉交河镇
菱角岔村村民涂学保刚清理完自家养猪场，益
阳园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收购畜禽粪污的车就
来了。“园丰生物”是一家利用畜禽粪污、秸秆、
谷壳等，用动态连续发酵处理工艺，加工生产高
效生物有机肥料的公司， 今年已为养殖户处理
畜禽粪污近4万吨，产销有机肥8000吨。

据了解， 目前农业面源污染一方面源自化
肥过量施用， 另一方面是因为畜禽粪污得不到
有效处理和利用。 近年来， 为治理农业面源污

染， 赫山区积极探索畜禽养殖场粪污资源化利
用，以“园丰生物”为试点单位，就地取材，将畜
禽粪污变为有机肥料， 以更好保护洞庭湖区生
态环境。

同时，赫山区鼓励引导农民施用有机肥，并
积极推广测土配方施肥与病虫害绿色防控技
术，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近两年，全区推广测
土配方施肥295万亩，推广配方肥7万吨，减少
化肥使用2564吨；推广应用性诱剂、杀虫灯、香
根草、赤眼蜂等生物防治措施，今年实施绿色防
控面积40万亩，农药使用量减少20%以上。

此外，作为全国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首
批试点县之一，赫山区还全力实施围山渠流域
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试点项目。目前，已建
设农田生态沟渠24273米、农田生态廊道3165
米、养殖污水厌氧发酵工程500立方米、沼液
储存罐1500立方米、有机肥发酵车间525平方
米、户用湿地污水净化系统1725立方米，建成
农田废弃物一体化处理系统1套、 沼液灌溉系
统5套、有机肥翻堆机1套。项目全面建成后，将
为洞庭湖流域全面实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提
供样板。

洞庭湖生态环境
专项整治进行时

将畜禽粪污变为有机肥料

赫山区治理农业面源污染见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