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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德荣 聂沛 廖欣娅 廖嘉玲

清凉的山风沁人心脾， 郁郁葱葱的茶山
绵延数十里，深浅浓淡、茶香入心，间或有茶
农在茶园忙碌着…… 7月上旬， 衡阳市南岳
区寿岳乡岳林村杉湾茶园， 吸引着许多游人
前来观光体验。

茶园负责人李国军见有客来， 忙取出新
茶招待。热水下杯，茶叶随着水面上浮，两片
叶瓣翠绿鲜润、斜展如旗，点点茶尖朝上，不
时冒出头来。他用手将杯上的热气轻煽，顿时
香气四溢。

“它长在南岳山峦雾霭间，所以名叫‘南
岳云雾茶’，自唐以来就是贡茶，现在成了我
们穷山沟奔富路的‘金叶子’。”李国军轻晃茶
杯，说起他和“小金叶”的故事，语气里满是骄
傲。

早些年， 李国军在广州从事花卉盆景培
育工作，已小有名气。2010年，他回乡探亲时
发现， 儿时那片青翠繁茂的茶山早已荒废。

“小时候，长辈们总在晚饭后泡上一杯南岳云
雾茶， 小孩们搬个小板凳坐一旁听他们讲山
里的传说。”儿时的记忆，让李国军对这片茶
山念念不忘。

当年底， 李国军毅然辞去外地的高薪工
作，回乡当起茶农。

创业不易。 李国军流转1400余亩土地种
茶。刚开始由于没有加工场地，也不懂制茶技
术和销售，只能将茶鲜叶卖给别人，赚取每公
斤2至4元的微薄利润。

李国军潜心钻研手工制茶的技术。“南岳
云雾茶必须生长在海拔700至1000米的高山
上，不打农药也不施肥，等新叶摘回，再经过
十余道工序加工， 保留着茶叶的灵气与茶
韵。”

茶叶品质好， 李国军种植的南岳云雾茶
广受市场好评。2018年，他成立杉湾茶叶专业
合作社和南岳西岭有机茶叶有限公司， 并注
册“杉湾”南岳云雾茶商标。当年，公司茶叶销
售总额达280余万元。

南岳云雾茶逐渐变成“小金叶”，带动了
岳林村周边300余户村民“一叶致富”。“多亏
杉湾茶园，我的茅草房换成了3层小洋楼。”岳
林村6组贫困村民陈建军2013年来到茶园工
作，学会了采茶、抚育、制茶、包装等手艺，凭
借自己的双手顺利脱贫。

李国军还联合当地农户重新开发荒废的
高山茶园。2012年，在李国军的帮扶下，岳林
村农民旷正新家的16亩高山茶园重新焕发生
机，茶鲜叶由合作社统一收购、统一管理、统
一销售。 现在， 旷正新每年不仅能拿到每亩
600元的补助，还有保底分红。

“现在，南岳云雾茶虽已占据一席之地，
但还面临着茶叶资源浪费严重和销售渠道单
一的问题。”李国军说，南岳云雾茶以制作春
茶为主，但春茶采摘期短，下一步，他们将合
理利用南岳云雾茶的夏茶鲜叶和秋茶鲜叶，
提高新叶利用率，减少资源浪费。同时，借助
媒体和电商平台，扩大品牌影响力，提高南岳
云雾茶的销量，带动更多村民致富奔小康。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杨军 通讯员 龙焕明

7月15日，记者走进益阳市资阳区黄家湖
一处旅游度假区，只见湖面波光粼粼，以前建
在湖面上的15栋钓鱼别墅，如今已夷为平地、
不见踪影。

2018年11月，省委第三巡视组向益阳市纪
委监委交办原黄家湖湿地公园有关问题线索。
经查，资阳区相关职能部门国家工作人员在福
中福生态旅游村项目建设过程中失职失责，存
在对项目监管不力、行政执法不到位等情况。

今年4月，益阳市监委对资阳区委区政府
下发监察建议书， 责令对所有违建项目全面
清查，依法依规限期整改。从严推动下，问题
很快整改到位，得到中央环保督察组肯定。

这是益阳市纪委监委开展行政执法专项
监督检查的一个缩影。 该市纪委监委有关负
责人介绍， 自2018年下半年开展专项监督检
查以来，益阳正发生着实实在在的改变。

物业备案竟强制入会收费？立改！

今年4月， 在行政执法专项监督检查中，
益阳市纪委监委驻市住建局纪检监察组收到
一条问题线索： 物业公司到市住房保障服务
中心申请备案，备案不收费，但备案要先加入
物业协会，加入协会要交会费，实际上等于变
相收费。

原来，2017年至2019年，益阳市住房保障
服务中心先后对125家、60家、63家物业公司
进行了备案。对于这些备案，该中心设置了前
置条件———物业公司必须提供由市物业协会
出具的已建立信用档案的证明。 而市物业协
会要求物业公司必须成为其会员后， 才能为
其提供证明。据悉，首次加入协会的会员，协
会将收取2000元至10000元不等的会费，对
已入会会员则收取1500元的年费。

“要想拿到证明，就得先入会交费。否则，
就拿不到证明， 也办不了备案。 这是哪一波

‘操作’？”不少公司费解了。
“立即取消该违规前置条件；立即取消对

物业公司每年开展重复备案审查……” 驻市
住建局纪检监察组查明情况后， 当即向市住
房保障服务中心下达监察建议书， 要求该中
心严格依法行政，规范行政行为，杜绝类似问
题发生。

很快， 市住房保障服务中心责成物业科
对物业备案流程进行重新规范， 该违规行为
得到立行立改，违规设置的前置条件被取消。
一名物业公司负责人表示：“把对物业公司备
案与强制要求入会交费进行‘松绑’，极大减
轻了企业负担，优化了经营环境。”

环保刑事案件被“大事化小”？严查！

“有的单位执法部门设法绕过法制审查，
致使对执法部门的监督制约不够， 加上案审
会制度未落实， 对案件的公平公正处理没有
起到应有的监督， 导致无充分理由从轻减轻
处罚、以罚代刑和有案不移。宏安矿业污染环
境案，就是典型的以罚代刑。”益阳市纪委监
委有关负责人介绍。

2018年6月9日， 省环保督察组发现宏安
矿业涉嫌利用暗管偷排矿区重金属污水，随
即要求当时的益阳市环保局赫山分局联合公
安机关对该违法行为进行调查。

由于和业主张宏辉认识， 加上对方平时
又送过烟、红包，时任益阳市环保局赫山分局
环境监察大队大队长蔡剑明到现场调查后，
在明知宏安矿业涉嫌暗管偷排有毒物质犯
罪、应移送公安机关给予刑事处罚的情况下，
却提出对该案只做行政处罚的建议， 甚至知
法犯法安排他人篡改相关案件材料， 改变案
件性质，隐匿宏安矿业涉嫌暗管偷排的事实。

之后， 当时的益阳市环保局赫山分局在
审查会上， 仅对该起环境违法行为作出停产
整顿、罚款人民币10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本案从承办室提出处理建议，到作出

处罚决定，单位法制科没有认真审查案卷，也
未开室务会研究，最后把关的案审会也是‘走
过场’，一桩明显的环境违法刑事案件，就这
样被‘大事化小’成了行政案件。”办案人员介
绍，案发后，蔡剑明因涉嫌徇私舞弊不移交刑
事案件罪、受贿罪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其
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18个涉检单位发现问题440起，
已督促整改353起

据悉， 益阳这次专项监督检查涉及具有
行政执法权的18个市直单位。其中，各涉检单
位对2016年以来行政执法案件开展自查自
纠，共自查案件2600余件，发现问题130起，完
成整改91起，需进一步整改的问题39起；专项
监督检查组共抽查案件399件， 发现问题440
起，已反馈并督促立行立改353起，需要进一
步整改的问题50起。

“检查发现，行政执法用权不规范的问题
比较普遍，不作为、乱作为等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仍有市场，权力寻租、利益输送等廉洁风险
隐患不容忽视，监督规范权力运行、推进依法
行政的工作任重道远。”益阳市纪委监委向市
委提交的一份报告，直指问题之要。

“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对于这份
报告，益阳市委书记瞿海指出，一方面对违法
违规行为坚决查处， 对执法不公不文明行为
坚决整治，对一切不作为坚决问责，另一方面
要加快“放管服”改革力度，加强监督教育和
干部交流力度，提高行政执法的公信力。

目前， 益阳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正紧盯
重大、复杂行政案件和关键办案环节，跟踪行
政处罚执行， 督促各行政执法部门建立行政
执法机关案件台账管理制度，重大、复杂案件
通报派驻纪检监察机关制度， 变事后监督为
事前事中监督， 并与行政执法业务监督部门
建立联席机制，实现监督的再监督，确保取得
更好成效。

湖南日报7月15日讯（见习记者 唐曦
通讯员 廖欣娅）7月14日，120余名来自阿
根廷、 爱尔兰等20个国家的华裔青少年，
走进衡阳市南岳区松麓街的衡阳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展示基地，赏武术、观变脸、学
舞龙、看皮影。大家通过远距离欣赏和近距
离互动， 体验祖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无穷
魅力。

精彩武术表演虎虎生风， 变脸表演奇
幻多变， 祁东板凳龙欢快喜庆， 更有集剪
纸、绘画、雕刻、地方戏、口技等艺术精华于
一体，和被誉为中国传统文化“活化石”的
皮影戏……丰富多彩的非遗表演吸引这些
华裔青少年们的目光， 大家纷纷上前向表
演老师请教，并参与体验。

互动现场， 一把形似二胡的湖南民间
乐器———花鼓大筒， 引起来自爱尔兰的于
同学的注意。 他礼貌大方地征得工作人员
同意后，开始体验大筒的音色和力度。皮影
戏表演艺术家谭老先生还和于同学进行了
切磋，他们分别用大筒演绎中西民曲，谭老
先生的一曲湖南民谣《浏阳河》引得现场掌
声连连。

据悉，这一由中国侨联主办，省侨联
承办， 衡阳市侨联、 南岳区侨联协办的
2019年“寻根之旅”夏令营湖南营衡阳站
活动， 旨在让海外新生代华人加深对中
国国情和中华民族的了解， 增强民族认
同感和归属感， 并推介湖湘文化和衡阳
的民俗风情。

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 � � �行政执法用权到底规不规范？有哪些不容忽视的廉洁风险隐患？益阳市
纪委监委对具有行政执法权的18个市直单位开展了一次行政执法专项监督
检查，就是为了———

让行政执法用权不再任性

� � � � �洪水期间江边活动要注意安全
7月14日，长沙市湘江风光带风帆广场段，一些游泳爱好者下河游泳（左图）。两名市民走进积水较深的亲水平台拍照（右上图）。7月15日，

浏阳河湘江入口处，一名男子下水捉鱼（右下图）。当前正值湘江汛期，水位高、水流急，到江中游泳或江边玩耍都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希望市
民到江边活动要注意安全，相关部门也加强管理，以杜绝意外事故的发生。 田超 魏中意 摄影报道

图片说事

老百姓的故事 一片“小金叶”，带富老百姓

120余名华裔少年
南岳体验非遗魅力

湖南日报7月15日讯（通讯员 李荟蓉
周卫民 记者 颜石敦）近日，2019中国“寻
根之旅”夏令营郴州临武营正式开营。活动
由中国侨联主办，省侨联指导，郴州市侨联
和临武县委统战部承办，为期10天。来自
美国、丹麦、柬埔寨、刚果等国家的50余名
华裔青少年参加此次活动， 其中年龄最大
的18岁、最小的12岁。

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开展20多年

来，深受海外华裔青少年欢迎，成为海外华
裔青少年感悟中华文化、了解当代中国、增
进民族认同的重要平台之一。

郴州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山水秀美，是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参加2019中国“寻根之
旅”夏令营郴州临武营的50余名华裔青少年，
在活动期间将走进临武县游览龙宫、宝玉石文
化产业园、秦汉古道、紫薇天下等景区，深入了
解龙文化、玉文化、古道文化和农庄文化。

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
郴州临武营开营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彭婷 通讯员 郭旭

“为什么刘冬华的耕地补贴这么多？为
什么刘冬华一个月领了两份工资？ 村里是
不是有什么不能‘见光’的东西？”

近日，在“互联网+监督”平台上，一位
投诉人连发三问， 引起湘潭市岳塘区纪委
监委注意，一场调查随即展开。

“一个月领了两份工资，是因为我们荷
塘街道有两个叫刘冬华的村干部。 至于多
领取了耕地补贴的刘冬华， 我们马上去核
查情况。”荷塘街道纪工委书记戴桂连组织
人员，兵分两路开展调查。

一路打开“互联网+监督”中的村级财
务软件，开始查找“刘冬华”领取各项补贴
的情况。他们查到了3个刘冬华，分别是正
江村党支部委员刘冬华， 滴水埠村党支部
委员刘冬华，指方村村民刘冬华。两个叫刘
冬华的村干部是按政策分别领取了村干部
工资和农田耕地地力补贴， 村民刘冬华是
按政策领取了农田耕地地力补贴， 没有重
复发放和多发现象。

一路来到了指方村村民刘冬华家。“老

刘，我们是区纪委工作人员，今天来看看您
家惠农补贴发放情况。”工作人员仔细核对
了刘冬华的“一卡通”存折，发现各项惠农
补贴通过“一卡通”按时发放到了他的存折
上，并不存在多领现象。

事情真相大白后， 荷塘街道第一时间
将核查情况回复了投诉人：三个“刘冬华”，
个个能“见光”。

据了解， 今年来， 岳塘区纪委通过
“互联网+监督”平台系统，加强对村级财
务特别是扶贫资金和惠民惠农资金的监
管， 让扶贫资金和各项惠民惠农补贴在
阳光下运行。已取消2名村干部亲属扶贫
帮扶资格，对1名村干部优亲厚友问题进
行了查处。另外，有6名村干部亲属根据
自身经济条件改善情况， 已主动申请放
弃扶贫帮扶资格。

荷塘街道纪工委负责人表示， 将督促
村干部多与村民面对面沟通， 对村级重大
事务、村级财务开支、各项惠民惠农资金发
放情况及时详实进行公示，接受村民监督，
让村级财务支出和各项惠农补贴“见光”，
及时回应群众关切，防止发生腐败问题。

三个“刘冬华”，个个能“见光”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向富利

7月9日上午，古丈县古阳镇天桥山村
村部平坝上人头攒动。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5·30”专案
组在这里召开第一次公开退赃大会。 在办
案人员及当地村民60余人的见证下，专案
组将近期收缴的7.49万元赃款退还给8名
受害群众。

“感谢共产党！感谢政府！以前，向卫民
为首的黑恶势力横行霸道，我们不敢说、不
敢反抗，现在这个毒瘤被铲除了，我们大家
都太高兴了！”受害群众上台接过装着现金
的大信封，含泪说道。

今年3月以来， 在自治州委的坚强领
导下，州纪检监察机关、公安机关联合打掉
了以向卫民、向卫兵、向梦俏为首的涉黑犯
罪团伙， 并掌握了少数党员干部和国家公
职人员充当“保护伞”的问题线索。

为进一步彻底铲除该涉黑团伙及腐败
问题和“保护伞”，州委对该案高度重视，迅
速成立自治州“5·30”专案组，由州纪委监
委、州委政法委、州公安局、州法院、州检察
院的5名“厅官”坐镇指挥，整合州县乡纪检

监察和政法机关近100名精干力量合力
“攻坚拔寨”。

经过近一个月的办理， 专案组初步查
明该涉黑团伙涉嫌敲诈勒索、寻衅滋事、暴
力讨债、开设赌场、破坏选举、非法持枪、非
法采矿等违法犯罪行为50余起，累计敲诈
勒索群众钱财340多万元。

截至目前， 该团伙包括首犯向卫民在
内的19人均已抓获归案，涉嫌长期充当该
团伙“保护伞”的2名党员干部被立案审查
调查。

“我们举办退赃大会，就是把黑恶势力
侵占的真金白银归还群众， 让群众的笑脸
多起来。”身为“5·30”专案组指挥长的自
治州委常委、州纪委书记、州监委主任邓为
民多次来到位于古丈县的专案组办公点，
就惩腐打“伞”、“打财断血”及维护民利等
问题进行调度， 要求提升群众参与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的积极性。

据了解，专案组将继续加大对该涉黑团
伙及其“保护伞”的查处力度，并对该涉黑团
伙从群众手中敲诈勒索、抢劫、强拿强要的
非法财物，按照“分批分次”的原则，适时退
还给受侵害群众，确保全部追回、悉数返还。

自治州“5·30”专案组召开首次退赃大会———

把真金白银还给群众

湖南日报7月15日讯 （记者 张斌 通
讯员 蒋伟）日前，经湖南省委批准，湖南省
纪委监委对省直机关工委委员周松柏进行
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周松柏违反政治纪律，对党不忠
诚不老实， 拒绝接受党组织的教育帮助和
挽救，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多次接受私营企业主安排的旅游活动；
违反组织纪律，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
违反廉洁纪律，收受巨额礼金、礼品，违规
购买非上市公司股份，获取巨额经济利益；
违反生活纪律； 弄虚作假办理身份证件和
因私护照；隐瞒境外存款；长期利用职务上
的便利或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在职

务晋升、企业经营、项目承揽等方面为他人
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周松柏身为党员领导干部， 毫无党性
原则，毫无纪律和法律意识，政治上蜕化变
质，经济上贪婪成性，生活上腐化堕落，公
权私用，滥权妄为，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
敛、不收手，党的十九大后仍不知敬畏、不
知止，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
涉嫌犯罪。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等有关规定，
经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省委批准，
决定给予周松柏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 将其涉嫌犯罪问题
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省直属机关工委委员周松柏被“双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