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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亮
“探照灯” 架起
“连心桥”

精准扶贫在三湘

—安化县做好扶贫监督
——
“精”字文章

小红薯成“金疙瘩”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见习记者 马翔

“你的微信收款到账1140元。”6月28日，
一阵悦耳的铃声响起， 双峰县甘棠镇和谐村
贫困户李明初又收到一笔红薯干货款。 在省
审计厅驻村帮扶工作队的帮助下， 不起眼的
小红薯，成为村里致富的“金疙瘩”。
和谐村人多地少，自然条件差。精准识别
后，全村347户1265人中，曾有建档立卡贫困
户76户239人，贫困发生率达18.9%。
去年， 省审计厅驻村帮扶工作队进驻该
村。 队员们发现， 和谐村几乎家家户户种红
薯，并制作红薯干。生产的红薯干口感香甜软
糯，是当地招待客人的佳品。
工作队敏锐地意识到， 把红薯种植进一
步规模化产业化，或许大有可为。
经过专业论证，并充分听取村民意见后，

工作队申报了湖南省农村科技助力示范项
目，争取到资金和技术支持，并免费向村民发
放优质种苗。
“种了几十年红薯，现在有工作队弄来了
免费新品种，农大教授还教我们技术，今年要
来个大丰收!”村民老邹笑着说。
为进一步调动村民种植红薯的积极性，
工作队制定《关于红薯产业“扩面增产”奖补
实施方案》，对所有种植红薯的农户，实行开
荒奖补、种植奖补以及保底收购。
“光种红薯效益太低。”红薯生长期间，工
作队与村支两委多方考察、商讨，敲定了红薯
粉丝加工和红薯干制作“两头并进”的方案。
去年9月，投入近10万元的红薯加工厂房建
成，加工设备也陆续到位。工厂吸收建档立卡贫
困户进厂务工。10月底，村民们地里的红薯源源
不断地送到加工厂，第一批红薯粉丝顺利下线。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戴海涛 贺文英

红薯加工产品出来了， 如何扩展销路是村
民们最关注的问题， 也是红薯产业能否做下去
的关键。为此，工作队主打“质量牌”，以优质的
产品吸引客商，利用电商、微信和超市推广等多
种方式开辟销售渠道。
精致的独立包装、时尚的标签、令人垂涎的
口感……绿色营养的红薯产品很快成为“抢手
货”，一捆捆装箱打包，远销全国各地。短短4个
月， 红薯粉丝和乌心红薯干就为和谐村带来了
近5万元的集体收入， 全体村民共获得近20万
元收入。小红薯成为了和谐村致富的“金疙瘩”。
去年底，和谐村顺利脱贫出列。
“红薯产业只是起点，光伏发电、山井水库
防渗工程、 村民文化中心及广场建设等项目将
继续推进，我们要和乡亲们一起努力，让脱贫后
的和谐村更富更美更和谐!”这是驻村帮扶工作
队队员们共同的心愿。

临武县筹集教育善款2863万元
湖 南 日 报 7 月 4 日 讯 （白 培 生 罗 徽 ）6月
27日，郴州市教育基金会、市教育局、市总工
会等主办， 临武县委、 县政府承办，2019年
“教育精准扶贫临武行”大型公益助学活动启
动， 现场收到该县爱心人士捐赠的教育善款
2863万元。
近年来， 临武坚持把“发展教育脱贫一
批， 决不让一个学生因贫失学” 摆在重要位
置，在落实上级政策的基础上，坚持政府扶贫

和社会资助同时发力，构建政府主导、慈善补
充、社会参与的教育扶贫格局。该县教育基金
会自2005年9月成立以来， 先后获得全省教
育基金会工作先进集体、 全市教育基金会工
作先进单位以及5A级教育基金会等荣誉。
启动仪式上， 来自临武社会各界代表
进行现场募捐， 共筹集教育慈善爱心善款
2863万元 。其 中 ，全 国 扶 贫 先 进 个 人 、第 十
届“中华慈善奖、慈善楷模”、中国好人尹夏

生， 湖南金煌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谭聪圣分
别捐款150万元。
活动现场，26名贫困学生接受资助。县委
书记李浩表示，临武县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
进一步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参与进来， 努力构
建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
的大扶贫格局，扎扎实实做好精准扶贫，特别
是要做好教育精准扶贫工作， 全力打赢脱贫
攻坚这场硬仗。

“接茬轮作”
增收益
7月3日，道县营江街道
岗下村，农户在采收香芋南
瓜。近年来，营江街道结合当
地自然资源优势，大力发展
南瓜、辣椒、青菜、秋西瓜等
果蔬“接茬轮作”种植，实现
农民增收，土地增效。
蒋克青 唐伯靖 摄影报道

荨
荨（上接1版）
如何发挥党建引领作用？
国网湖南电力坚持强
“根”固
“魂”，以加
强党的政治建设为主线，从根子上拧紧党员
思想
“总开关”，激励干部党员担当作为。
国网湖南电力党委创新推出
“13455”党
建工作模式，即，以政治建设为
“一条主线”，
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以基本组织、基本队伍、基本制度“三基建
设”为抓手；全面建设“举旗”引领力、领导
力、组织力、模范力提升
“四大工程”；实施政
治建设常态化、组织体系规范化、运行机制
专业化、载体建设品牌化、基础保障标准化
“五大措施”；锻造党建工作
“4+4”责任体系、
“党建+”工程、联学联创、东方红共产党员服
务队、湘电求是讲堂“五大品牌”，推动党的
建设与改革发展同向聚合、相融并进。
新模式激发新作为， 新作为取得新成
效， 国网湖南电力党员干部精神风貌焕然
一新。2018年， 国网湖南电力供电服务中
心第一党支部从全省万余个党支部中脱颖
而出， 荣获首批省直机关党支部标准化建
设“示范党支部”称号。

党建领航，催生企业发展动能
6月3日凌晨3时，220千伏云田-城南
输电线路跨高铁放线成功，已坚守了5个通
宵的湖南送变电工程公司共产党员突击队
队长郭达明和队员红着眼睛、激动欢呼。
着眼于长沙电网结构更优、 供电能力
更强、供电性能更好，2017年10月，国网湖
南电力启动长沙电网供电能力提升“630
攻坚”三年行动计划。为顺利推进“630攻

清退更精准，基层百姓笑开颜
“现在组织清退，我点一个名字，就上
来一个。第一个，邱立华！”
“到！”
5月23日上午， 东坪镇政府会议室里
热闹非凡， 该镇双溪村村民们接到镇纪委
通知后，纷纷来到这里领钱。
听到镇纪委干部叫自己的名字， 村民
邱立华兴奋地走上前， 从纪委干部手中领
到了自己的10200元钱，仔细数了起来。确
认无误并签字后，他向大伙儿抖着票子，笑
得合不拢嘴：“感谢纪委， 我终于拿回了被
村里拖欠9年的退耕还林款。”
“本应该是230元一亩， 结果一发下
来，只给了100元一亩，村支书说这130元
钱要给村里做开支。” 邱立华告诉记者，几
年下来，村民们的补偿款被拖欠了12万元
之多。
今年2月， 村民把情况向镇县两级纪
委进行了反映。镇纪委监委调查查明，村民
举报村支书截留退耕还林款的情况基本属
实。
仅过了几个月， 这笔补偿款被追了回
来。 为了让所有涉案村民都拿到核准的清
退资金， 纪委监委还做了大量而细致的工
作。最后，村民们不仅拿回了钱，也等来了
对相关责任人员立案追责的结果。
2018年以来，安化各级纪检监察组织
精准查处扶贫领域腐败案件， 对违纪资金
由县纪委监委统一收缴， 精准开展违纪资
金集中清退活动。期间，共发现扶贫领域腐
败和作风问题线索1489件， 查处1374人，
追缴违纪资金492.86万元，退还群众240余
万元。

2018年4月， 一封举报信摆在县纪委
监委案头： 东坪镇烟竹村有人弄虚作假骗
取扶贫资金。
经查，2017年7月至2018年1月， 东坪
镇烟竹村建档立卡贫困户谌某化伙同该村
非贫困户谌某彪， 在没有建房的情况下谎

长沙公安水警发布野外游泳安全预警
来，到野外游泳的人多了起来，每年暑期是游
泳溺水事故高发期。今天，长沙公安水警发布
夏季野外游泳安全预警， 呼吁市民群众到有
安全保障的场所游泳。
当天上午， 记者随长沙市公安局治安支
队水警大队的巡逻船， 在湘江长沙段巡逻。
10时30分许， 发现长沙橘子洲大桥附近有5
人正在游泳。 民警立即喊话：“为了安全不要

走进安化县生产生活一线， 一种脱贫
致富的幸福感油然而生。
今年4月， 省政府同意安化县脱贫摘
帽。这背后，凝聚着各方努力。
“聚焦脱贫摘帽这个核心内容，我们擦
亮‘探照灯’，架起‘连心桥’，全面整治‘微
腐败’。”7月4日，安化县纪委监委有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 全县各级纪检监察组织正是
以铁的手腕、铁的纪律和作风，做好扶贫监
督的“精”字文章，努力为脱贫攻坚工作保
驾护航。

问责更精准，干事创业有劲头

上半年从辖区水域救起18人

湖 南 日 报 7 月 4 日 讯 （记 者 李 国 斌 通 讯
员 王章倩 田钊） 随着盛夏季节及暑假的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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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航道内游泳，请尽快上岸。”
“每天早晨和下午，湘江里游泳的人比
较 多 。”水 警 大 队 大 队 长 邓 海 鸥 表 示 ， 汛 期
河水湍 急 、水 情 复 杂 ，易 发 生 意 外 事 件 ，湘
江亲水平台、战备码头、沙滩公园、盐码头、
中山码头、坪塘黑石铺大桥下、朝阳村摆渡
码头、 浏阳河大桥下都是游泳溺亡高发地
段。
今年上半年， 长沙公安水警从辖区的水
域救起了18人。而2018年暑假期间长沙警方

共接到溺水警情17起， 其中因游泳溺水死亡1
人， 这些溺水事故多发生在没有安全防护设施
的江河、水库、池塘等野泳点。
长沙公安水警管辖区域为“一江两河”（湘
江、浏阳河、捞刀河）长沙城区段，水域面积130
余平方公里。据悉，水警大队将通过水陆联动进
行巡逻防控，对在“一江两河”野泳的行为进行
现场安全提醒及劝导，同时还将与海事、水务、
环保、 渔政等水上行政部门联合开展防溺亡宣
传，对下河游泳行为进行重点监控，并在湘江水
域建立多个紧急救助点， 提升溺水警情的反应
速度和处置能力。
民警呼吁市民尽量到游泳馆、 水上游乐中
心等有安全保障的场所游泳。同时，禁止游到航
道水域，以免发生水上交通事故。

旗帜领航 动力澎湃
坚”计划，国网湖南电力党委实施“党建+
攻坚工程”，将支部建到项目部，集中开展
授旗仪式，把党旗插到“630攻坚”项目建
设第一线。
55岁的郭达明，正是长沙电网“630攻
坚”项目建设一线千余名党员中的一员。两
年奋力拼搏， 长沙电网供电能力提升了
26%。2018年夏，长沙电网成功应对负荷屡
创新高的考验。
大力推进“党建+”工程，是国网湖南电
力以党建领航各项工作的重要举措。该公司
党委党建部负责人介绍，“党建+” 当中的
“
+”，不是数学意义的简单相加，而是党建工
作与中心工作的深度融合，坚持抓党建从业
务出发、抓业务从党建入手，实现党建与业
务工作精准内嵌，解决
“
两张皮”问题。
以党建为引领， 国网湖南电力确定了
“党建+”攻坚、固本、大数据等11项重点工
程。公司每位班子成员负责一个工程，通过
设立党员责任区、 示范岗， 建设党员服务
队、突击队等方式，开展“主题党日”“集中
攻坚”等活动，将党建工作资源转化为发展
资源，党建成果源源不断转化为发展成果：
—坚强智能电网建设全面提速。加
——
快推进华中特高压环网、雅中直流建设；祁
韶特高压投运两年来，从立项时的质疑，到
送电后的依赖， 已成为湖南不可或缺的能
源“大动脉”；实施长沙电网供电能力提升
“630攻坚”三年行动计划，湖南电网实现
38年连续安全稳定运行。

—农网改造不断升级。近3年来累计
——
投资约236亿元，改造中心村电网4255个、
贫困村电网6423个， 村村通动力电2513
个，农村户均容量显著提升。
—
——“泛在电力物联网” 建设大力推
进。落实国网提出的“三型两网”战略（打造
“枢纽型、平台型、共享型”企业，建设运营
好“坚强智能电网、泛在电力物联网”），推
动数字化转型， 省能源大数据平台被列为
湖南省20个工业互联网平台之一； 按照3
(变电站、储能站、数据中心站）＋X(充换电
站、光伏电站、能源站、虚拟电厂、5G基站)
模式，将变电站建成“多站融合”的智慧能
源站；建立孵化培育机制，形成65项大数
据应用成果，水电应用项目荣获中国2019
年大数据“星河奖”。
2018年， 国网湖南电力售电量增长
13.52%，增速列国网系统第三；完成电网
基建投资155亿元，创历史新高。

不忘初心，提升为民服务水平
12年来，常德壶瓶山供电所覃道周共
产党员服务队，甘做大山里的“电骡子”。服
务队开展了一项额外的便民服务——
—进村
带商品，出村带山货。只要是百姓需要，一
条毛巾、一包盐、一袋米、一包化肥，都义务
稍 带 ，12 年 累 计 为 山 里 群 众 捎 带 生 活 用
品、山货12万余公斤，该供电所获评全国
学雷锋示范点。
电网建设攻坚、抗洪救灾、迎峰度夏、

称谌某彪新建房屋为其所有， 骗取易地扶
贫搬迁分散安置建房补助6万元。2018年4
月17日， 二人被县公安局立案侦查并采取
强制措施。 东坪镇分管扶贫工作的副镇长
廖海军、镇扶贫站站长蒋裕等相关责任人，
因审核把关不严、工作失职等问题，受到问
责处理。
为确保全县脱贫攻坚目标如期实现，
安化县纪委监委对群众举报、 核查属实的
问题，进行精准追责问责。同时，推行不实
举报核查办法， 切实保护干部干事创业的
积极性。
2018年10月，群众实名举报龙塘乡原
乡长和顽沙村原村支书私吞危房改造安置
款。经查，2013年龙塘乡民政所出资28000
余元为举报人(系五保户)修建2间砖木结
构平房， 建房支出都由原村支书周采华全
程监督管理， 票据都经过了举报人本人经
手签字确认，再由乡民政所报账。因举报问
题不实，安化县纪委监委及时发出通报，予
以澄清正名。
2018年以来，该县共公开曝光扶贫领
域腐败和作风问题28批次110人， 公开澄
清不实举报98件，通报不实举报典型案件
7起， 向政法部门移送不实举报线索4件。
“问责精准了，不实举报澄清了，干事更有
劲了。”一位干部表示。

息访更精准，平等对话民心暖
今年1月25日， 安化县纪委监委组织
南金乡党委等多家单位， 来到宝塔山村便
民服务中心，就该村曾某、段某等人信访事
项召开公开听证会。
自2017年以来，曾某、段某等人不断
用各种方式，反映宝塔山村有关问题。经县
乡纪委多次联合调查， 对反映问题属实部
分已追究违纪责任， 对不属实部分进行了
解释说明。但信访人仍不满意，持续重复越
级信访。
听证会上，经过通报调查情况、异议陈
述、公开答复、听证代表发言等环节，信访
各方进行了多次坦诚交流， 这一信访问题
最终得以了结。
群众利益无小事。 安化县纪委监委架
起“连心桥”，通过群众参与信访听证化解
疑难信访问题，立足信息公开，立足平等对
话，立足凭据说理，引导信访人依法、理性
表达诉求， 让信访问题在阳光下得到有效
处置。同时，通过建立乡村两级信访举报接
待室、实行周二领导带班接访制度、创建微
信“一键举报”平台、发放纪检监察联系卡
等，打通了群众举报“最后一公里”。
2018年以来，安化县纪委监委受理群
众信访举报1451件，共组织10个信访事项
听证会， 已有6个疑难信访案息访罢诉。目
前，全县信访举报秩序明显好转，越级举报
下降两成以上， 县乡举报增长35%， 实现
“一降一升”良好态势。

全省民爆行业
举行安全事故应急预案演练
湖 南 日 报 7 月 4 日 讯 （记 者 胡 信 松 通
讯员 钟铖） 为进一步健全应急管理机制，

提升应急救援队伍能力，促进全省民爆行
业安全发展，7月3日， 湖南省民爆行业生
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演练在新天地集团
湘器公司举行。
此次演练，湘器公司模拟了导爆管制
药工房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燃爆事故应急
救援行动的全过程。各参演部门和人员迅

防冻融冰……国网湖南电力264支共产党
员服务队活跃在三湘四水， 积极投身各项
攻坚战，年均为民办实事3万余件，涌现出
“电骡子”“电骆驼”等先进团体和“全国岗
位学雷锋标兵” 张国强、“感动湖南十大人
物”徐勋建等一大批优秀党员。
“人民电业为人民”，是电力人的初心；
“人民”，是国网湖南电力人写在宗旨里、放
在心坎上的称呼。
以电力客户为中心， 推进网络化综合
服务，打造150个供电服务站，建设新零售
体验营业厅，推广“互联网+营销服务”，老
百姓足不出户可以缴纳电费。
以贫困百姓为亲人，打好贫困村电网改
“三大攻坚
造、光伏扶贫并网结算、驻村帮扶
战”。完成
“光伏扶贫”并网发电项目2093个；
帮扶82个贫困村脱贫、41795人脱贫出列；构
建精准脱贫、稳定脱贫的长效机制。
以天蓝水美为情怀，实施电能替代。打
造服务全省的综合能源服务平台， 引导电
力客户实施“以电代煤、以电代油”的清洁
能源消费方式， 完成替代电量178亿千瓦
时，助力打赢蓝天保卫战。
以地方发展为己任， 对接湖南发展战
略，实施助推湖南高质量发展“电力先行”
九大行动。落实一般工商业电价降价政策，
2018年降价10.5%；精简业务办理手续，提
高办事效率，实现“一次都不跑、最多跑一
次”，助推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为湖南高质
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红色引擎，澎湃动力。国网湖南电力党
建领航， 在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的征
程中，不断开拓，一路向前。

速各就各位，指挥、警戒、疏散、救护、处置
各环节分工明确、配合默契，火灾自救、险
情报警以及现场应急疏散井然有序， 快速
控制了事故现场。活动现场，南岭消防科技
有限公司还进行了消防产品演示， 科学地
模拟了隧道火灾， 充分展示了公司新研发
的自动灭火装置的灭火效果， 均达到了预
期目的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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