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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7日讯（记者 张尚武
通讯员 谢国政）电动单轨运输车翻山
越岭，无人机全覆盖打药、土壤墒情远
程监控、 水肥一体化自动滴灌……省
农机事务中心今天在长沙百果园举办
全省经作林果业机械化演示会， 吸引
周边众多果农现场观摩。

演示分8个区域进行，120多家农
机厂商组织上百台机具参演。 在柑橘
示范基地，机手操作各种小型机械，灵
巧穿梭橘树丛中，割灌、松土、粉碎、运
输等机械化作业环环相扣， 工效比人

工提高10多倍。来自长沙县春华山的
果农范定强看到，“微型版” 的电动单
轨运输车，上山下岭快如风。他反复盘
算，自己的30亩杨梅基地如果采用这
种机械， 肥料上山杨梅下山告别肩挑
手提，每年可节省支出近2万元。

活动现场， 省蚕科所演示自动化

多功能养蚕设备和桑枝收获设备，引
来种桑养蚕大户围观。 湖南桑叶加公
司负责人李飞鸣告诉记者， 今年蚕茧
价格好，农民种桑养蚕劲头足。公司计
划引入全套机械化设备， 带动桑农扩
大生产规模。

近年来， 湖南主要农作物机械化

水平大幅提升， 水稻油菜耕种收机械
已日趋饱和。 省农机事务中心主任龚
昕介绍，目前，全省经作林果业机械化
仍然欠缺。未来几年，省里将主推适合
南方丘陵山区的“小快灵”机械，补齐
经作林果业机械化“短板”，助推湖南
水果加快打造千亿产业。

湖南日报11月7日讯（记者 刘燕娟
通讯员 唐基勇 李炜）“终于搞清楚上
次打进卡里的钱是什么来头了。 市委
巡察组帮我们村民理清扶贫项目，以
后哪项政策没有落实到位， 我们心里
就跟明镜一样。”近日，“糊涂账”被发
现的事在永州道县万家庄村民之间传
开了。

今年7月，永州市委第六专项巡察
组对道县县委进行专项巡察， 护航脱
贫攻坚情况是巡察重点之一。

“请问是万家庄的万某吗？跟你核

实个事情，2018年底你是不是收到一
笔800元的扶贫资金？”

“是的。”
“您知道这钱是哪个部门打的吗？

是什么钱？可以领取几年？与哪个部门
签订了什么协议没有？”

“啊？这些不晓得。”
进驻不久，巡察组立即根据“糊

涂账”的问题线索进行分析研判，分

门别类后有重点地向相关村民核实
情况。

“产业帮扶协议可能是造假的。”
一轮核查后， 道县某重点产业扶贫项
目公司的很多帮扶对象对于到账的扶
贫资金说不出个所以然， 让该公司扶
贫“糊涂账”的嫌疑明显增大。

巡察组马上兵分三路： 一路去该
重点产业扶贫项目公司实地了解，一

路去找帮扶对象当面核实， 另一路去
有关县直主管部门调阅资料。

经查， 该产业扶贫项目存在违反
“三重一大”决策制度违规上马、部分
帮扶协议存在造假、扶贫资金“迎检”
下拨、 扶贫资金后期资产管理混乱等
问题，涉及扶贫资金120万元。

目前， 道县县委正根据巡察组反
馈的问题情况，研究制定整改方案。

上百台经作林果业机械现场演示

“小快灵”农机穿梭百果园

巡察理清120万元扶贫“糊涂账”

湖南日报记者 王振亚
通讯员 阳锡叶

60%的时间在村里，30%的时间
到市、县跑项目，找项目，送病人，10%
的时间回家……这是张家界市人民医
院派驻慈利县通津铺镇氽湖村、 坪山
村驻村帮扶工作队员张永祥的生活日
常。这位经常戴着一顶红军帽、总是风
尘仆仆的干部，几年时间里，让两个村
先后整村脱贫退出。

2015年3月， 张永祥被组织派到
慈利县通津铺镇氽湖村、 坪山村担任
驻村干部。 一入村， 他就一头扎了进
去，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全面摸清两个
村的基本情况。

氽湖村位于慈利县通津铺镇西北
部，全村有425户人家，1465人。其中
建档立卡贫困户77户272人，五保户9
户。2014年底， 全村年人均纯收入仅
2000元，集体经济收入为零。

面对这片贫瘠的土地和1000多
名群众满怀期待的目光， 张永祥暗下
决心：“一定要改变这里贫穷落后的面
貌，带领群众共同致富奔小康，让大家
都过上幸福生活。”

张永祥2015年买的一辆小车，成
了扶贫的专车。近四年多来，这辆车行
程超过12万公里，消耗的汽油费、高速
公路过路费多达6万余元，变成了一辆
“哪里都响的破车”。

张永祥的家境并不宽裕， 他的妻

子没有正式工作，靠打零工补贴家用。
今年5月， 他的妻子不幸被车撞倒，而
张永祥正在迎国检没时间赶回来，只
能打电话叫朋友到事故现场处理。等
他回家后，妻子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我快撑不下去了，我好累，我不想做
你的老婆，只想做你的贫困户。”这时
候， 满心内疚的张永祥不敢正面直视
她，生怕自己的眼泪会掉下来。

汗水没有辜负张永祥 。2017年
底，氽湖村52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
脱贫， 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9800
元。氽湖村于2017年、坪山村于2018
年先后顺利通过验收，整村脱贫退出，
并被慈利县定为全县学习典型推广。

粗略统计，几年里，张永祥和他的

工作队先后为村里争取108.68万元投
资， 修建了村级组织活动中心； 争取
150万元， 修建了1050米泄洪沟，680
米灌溉水渠和1050米的二级田间道；
争取115万元， 修建4.5公里长，3.5米
宽，20厘米厚的通组水泥公路； 争取
12.5万元，为家家户户安装了自来水；
张永祥和他的工作队还组织4次大型
义诊活动，为3000余人次进行了免费
检查、治疗，先后把全村37人次的大重
病患者接到医院免费治疗。

不熟悉张永祥的人看见他一直
戴着红军帽都会觉得奇怪， 但了解
他的人都知道，他是在借此明初心；
他说：“头上戴着红军帽， 心里装着
老百姓！”

精准扶贫在三湘 张永祥：

头上戴着红军帽 心里装着老百姓

乡间查访
11月6日， 宁远县星宇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舜陵街道
麻池塘村黑木耳种植基地，
县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左一）
在向群众了解惠民政策落实
情况。第二批“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以来，
宁远县启动民生领域突出问
题专项整治，派出4个督查组
深入镇村一线， 查访扶贫资
金发放、惠民政策落实情况。

李萍 宁纪宣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11月7日讯(见习记者
彭婷 通讯员 李洪运 ) 对娱乐
服务场所开展突击检查； 拉网
式排查欺行霸市行为；整治“黑
车” 等非法运营行为……记者
日前从湘潭市委政法委获悉 ，
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开展以来， 湘潭市对黄赌
毒和包庇纵容黑恶势力、 充当
“保护伞” 问题开展专项整治，
取得实效。

湘潭市公安机关对去年12
月至今年9月以来娱乐服务场所
黄赌毒线索进行系统梳理， 发现
黄赌毒警情169起，共受案、立案
13起， 刑拘涉黄赌毒犯罪嫌疑人
66人，行政处罚367人，侦查、移诉
了周群等5人组织卖淫案、“9·05”
贩毒案等一批典型案件。

按照“黑恶问题清零、问题线
索清零”的要求，湘潭市坚持依法

严惩与“打财断血”同步推进，持
续发起扫黑除恶强大攻势。 自今
年9月开展专项整治以来，该市政
法机关与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
新打掉涉恶犯罪集团1个，破获涉
黑涉恶案件23起， 刑拘涉黑涉恶
犯罪嫌疑人9人，冻结扣押涉案资
产1667余万元。

湘潭市还开展了公职人员违
规参与娱乐服务场所经营活动自
查自纠，14385名公职人员主动
填写《自查自纠情况登记表》，签
订《公职人员无违规参与娱乐服
务场所经营活动承诺书》。湘潭市
纪委监委还组成4个督查组，到各
区县、 园区和相关职能单位及重
点乡镇， 对扫黑除恶专项整治进
行督导。专项整治开展以来，共采
取提级管辖、联点包案、交办督办
等措施， 新处理涉黑涉恶腐败及
“保护伞”6人。

湘潭：

专项整治黄赌毒
和黑恶势力“保护伞”
刑拘涉黄赌毒犯罪嫌疑人66人，破获涉黑

涉恶案件23起、刑拘涉黑涉恶犯罪嫌疑人9人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邓永松 田金禾

桥通了，灯亮了，广场舞跳起
来了。11月6日傍晚，村民刘成香
早早来到桥头一块空地， 带领众
多姐妹， 随着欢快音乐， 边笑边
跳，感受通桥后的美好生活。

10月28日，刘成香所在的沅
陵县明溪口镇窝棚溪村村前过溪
桥建成通车， 祖祖辈辈的行路难
题得到解决，一周多来，村民沉浸
在喜悦中。

“从小就梦想有座桥，几十
年等待和盼望，如今终圆梦，桥
一通， 脱贫致富路也就通。”10
月28日大清早， 村民曲阳英挤
在看通车热闹的人群中， 手舞
小旗，激动地对刘成香说，桥通
还得感谢小欣媛。

5个月前，本村一位在镇高砌
头九校读初三的女孩杜欣媛写了
一篇作文《溪边住着希望》，里面
提到村口没有过溪桥， 村民出行
不便的苦衷。

文中还记录一对父子享受扶
贫政策， 政府在溪边给他们建房
安生，还置办“扶贫船”，让他们摆
渡营生， 联想自己享受贫困寄宿
生生活补贴扶贫政策， 内心十分
感恩。

文章在媒体发表后， 非常
“火”，感动无数人，“作文女孩”的
名字一夜出名， 引起镇政府和驻
村扶贫单位沅陵县委统战部高度
关注。 各方千方百计筹措资金修
桥，解决就医、就学、生产、生活出
行难题，满足她和全村人心愿。

如今， 杜欣媛“心愿” 实现
了———回家路上的过溪桥建成通
车，再不用担心汛期涨水，摆渡过
溪危险，耽误上学和放学。

窝棚溪是有名的“核桃村”，
漫山遍野长满山核桃树， 驻村扶
贫工作队和村支“两委”把山核桃
作为脱贫增收产业， 扶持能人领
办，成立合作社，开办加工厂，采
取“合作社+基地+贫困户”模式，
核桃成了“金果果”。

有产业就有希望， 村民劲头
也更足。合作社包回收核桃果和
核桃油，统一品牌，统一销售，全
村52户贫困户占合作社10%股
份， 每户每年分红400至600元
不等。

今年，该村核桃产量10多万
公斤， 加工核桃油2000多公斤，
实现销售收入26万元左右。 贫困
户余兰英在核桃加工厂打工，月
均工资3000多元， 她乐呵呵地
说：“桥通了，产品更好卖，不再捧
着金娃娃活守穷。”

桥通了、灯亮了、乡亲们劲头足了———

沅陵“作文女孩”心愿实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