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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湖南烈士公园，白眉姬鹟爸爸给树洞里的小宝宝喂食。白眉姬鹟
繁殖于西伯利亚、中国东北、朝鲜和蒙古东部，越冬于东南亚，在湖南属于过境
鸟。但令人惊奇的是，一对白眉姬鹟竟然选择在长沙孵蛋育雏。白眉姬鹟羽色艳
丽，鸣声婉转悠扬，全以昆虫为食，是森林益鸟，在森林保护中具有重要意义。

湖南日报记者 张京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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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28日讯（记者 唐曦
聂沛 通讯员 刘金花）连日来，甜脆爽
口、多汁味美的衡山红脆桃在衡阳市朋
友圈刷屏，引得市民争相购买。“我们通
过连续开展助农直播活动，提升了衡山
红脆桃的知名度，拓宽了销售渠道。”衡
山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仅一
场直播，衡山红脆桃销售额就超50万元。

衡阳市以“互联网+”为抓手，加快
打造智慧农业，讲好农产品品牌故事，
提高了三樟黄贡椒、衡阳湘黄鸡、南岳

云雾茶、衡阳油茶、祁东黄花菜等一批
特色优势农业品牌的知名度、美誉度。

打造智慧农业，是衡阳市提升农产品
品牌影响力的重要抓手。该市开展农业信
息进村入户试点，建设县级农业监测预警
物联网应用平台，建立并完善了农产品质
量安全追溯和“身份证”管理体系。

酒香也怕巷子深，好产品更需讲好
“故事”。衡阳市在办好传统农业节会基
础上，加入“网红直播”“平台代销”“朋友
圈团购”等“互联网+”促销手段，并利用

“小视频”“微故事”深挖品牌内涵，收获
大批“粉丝”。当前正是黄花菜采摘季节，
祁东菜农管小伟发的一段“深夜采摘黄
花菜”视频在直播平台“火”了一把，短短
几天播放量超626万次。管小伟说，去年
仅靠直播和朋友圈，就卖了5000公斤
黄花菜，获利润约40万元。

如今，互联网成为衡阳市打造农
业品牌、推动农产品走出去的有力抓
手。今年1至5月，该市通过网络销售
农产品 30 种，实现网络零售额 20 余

亿元，同比增长23.5%。目前，衡阳市拥有
“三品一标”（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
有机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农产品
351 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6 个（常宁无
渣生姜、耒阳红薯粉皮、祁东酥脆枣等）。

“互联网+”擦亮农业品牌
1至5月，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23.5%

湖南日报6月28日讯（记者 张佳
伟 通讯员 刘飞）“嗨，宝宝们！‘老大娘’
欢迎你们。手工自制茶油刀豆，心心念念
儿时味道……”6月17日，在邵阳县塘渡
口镇书堂山湖南味味美生态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返乡创业青年陈洁准时上线直
播，向“铁粉”推介“老大娘”茶油刀豆。

2011 年，陈洁从深圳返乡创业，带
领村民发展刀豆、辣椒产业，采用传统
工艺生产“老大娘”特色农产品，利用微

商、云平台、实体店等进行线上线下销
售。目前，企业年产值达1000万元，在7
个贫困村建立种植基地，受益贫困群众
2000多人，人均增收1.2万元。

在邵阳县，还有一大批电商人像陈
洁这样每天线上直播带货。目前，该县
通过“云”上销售的农特产品占六成以
上，为脱贫攻坚注入新活力。

邵阳县全力推进电商进农村和电
商扶贫工作，将电商扶贫纳入脱贫攻坚

重点工程，出台指导政策、奖励扶持办
法，加大扶持力度。依托传统手工技艺，
开发“邵阳茶油”、“易老头”腊味、“老大
娘”刀豆等30多个扶贫农特产品名优品
牌。同时，利用“互联网+”等信息化手
段，建成线上线下特色馆、电商服务中
心、电商孵化中心和电商培训中心。结
合电商进农村示范项目建设，在全县21
个乡镇 235 个村建设电商综合服务站，
形成县、乡、村三级服务体系。160 个贫

困村实现电商服务站全覆盖，为所有贫
困户免费提供卖场。该县还引进湘农
绘、鸿蒙云平台等10家主流电商平台企
业，整合“四通一达”物流企业，完善乡
村物流体系。

近 3 年来，邵阳县共投入电商扶贫
建设资金 1.7 亿元，发展电商直接从业
人 员 5000 多 人 ，累 计 销 售 农 特 产 品
11.3亿元，直接带动8300多名贫困群众
增收致富。

农特产品“云”飞天下
直接带动8300多名贫困群众增收致富

湖南日报 6月 28日讯（见习
记者 卓萌 通讯员 熊韬）6 月 22
日，赵宇到常德“市民之家”政务服
务大厅申请办理产品新品发布会
活动审批。按照要求，赵宇带上了
营业执照、申请报告等证件，却发
现身份证忘在车上。正当他准备折
返取身份证时，被前台告知“没带
身份证不要紧，刷脸就行”。

据常德市行政审批服务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刷脸办”是常德市政
务服务平台新近开发推出的功能。
赵宇在前端摄像头“刷脸”，系统不
到一秒就完成了身份识别，并与常
德市政府数据共享平台中的个人数
据完成匹配，调取相关电子证照。赵
宇仅花了3分钟，就完成活动审批。

常德市推出“刷脸办”功能，意

在精简办事流程，提高政务服务效
率，深化“一件事一次办”改革，推动
智慧城市建设。该系统运行基于人
口基础数据库和面部识别技术手
段，将人脸特征提取、人脸验证、海
量数据快速检索等算法集中到后
台，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数据安全性
与处理效率。目前，该市行政审批服
务局已完成全市68个部门、2058个
目录、36亿余条数据的整合共享。

据了解，常德市“刷脸办”已经
完成身份证、户口本、居住证等 8
类证照关联，预计年内逐步完成
112类证照关联工作，包括电子结
婚证、医学出生证明、不动产权登
记证书等常用证照。届时，市民将
无需再携带各种证照和证明材料
到窗口办事。

政务服务“刷脸办”

湖南日报 6月 28日讯（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李丹）端午假期，长
沙县天气晴好，游客热情高涨，各大
景区人来人往、络绎不绝。记者今天
从长沙县文旅广电体育局获悉，6月
25 日至 27 日，该县共接待游客
30.45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2.56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13.78%。

“节目很丰富，看起来真过
瘾。”市民粟先生带着两个孙子在
假期第二天来到田汉文化园，在这
里上演的行进式情景剧《田汉与国
歌》吸引不少游客驻足观看到晚

上，花果乡村音乐节、花果虾亲子
Funs 嘉年华、龙虾垂钓家庭赛等
丰富多彩的活动，让人不亦乐乎。

近郊自驾游成主流，亲子旅游
受追捧。刚开园的江背镇多彩田田
圈亲子乐园开展农耕体验、亲子游
戏、趣味科普、国粹传承等多种亲
子活动，吸引众多家长和小朋友参
与，3天接待游客 2000 多人次。松
雅湖湿地公园、小顽国亲子乐园、
大山冲森林公园、三珍虎园、金井
茶园、锦绣江南生态农庄等地，成
为热门“打卡”点。

端午揽金2.56亿元

为中小学生和幼儿
撑起安全伞

常德清理校车隐患
湖南日报6月28日讯（记者 鲁融

冰 通讯员 牟建平）6 月 24 日清早，汉
寿县太子庙镇龙虎社区居民高女士，将
孩子送上崭新的国标校车，脸上露出开
心的笑容。

据了解，以前，当地不少孩子乘坐
“黑校车”甚至农户的三轮车上下学，安
全保障无从谈起。为彻底消除此类安全
隐患，去年 11 月以来，常德市交警、教
育、交通、运管等部门，以交通问题顽瘴
痼疾整治为契机，深入全市22家校车服
务公司及各中小学校、幼儿园，对2033
台国标校车开展全面“体检”，不合格的
暂停办理校车标志标牌审验和核发手
续；对驾驶人资质、随车管理员、接送路
线等进行隐患排查，责令整改监管平台
使用频率不高、监管人员配备不齐等问
题。同时，对未取得校车标志标牌和资格
许可的“黑校车”及驾驶人，一律予以取
缔。交警部门还加大路检力度，已查处校
车交通违法行为500多起。

目前，常德市校车安全检测率、性
能合格率、“三员”培训合格率、监管覆
盖率均达 100%，为全市广大中小学生
及幼儿撑起了安全伞。

湖南日报记者 雷鸿涛 黄巍
通讯员 胡永昌

6月16日，记者来到辰溪县桥头溪
乡上晒野村的茶园，突然闻到一阵兰花
香气，沁人心脾。茶园里，村民们正忙着
给茶树除草松土，一派忙碌的景象。

“上晒野村产好茶，浸水出汁香如
兰（花）。”见到记者到来，该村易地扶贫
搬迁户刘秋兰随口唱起了自编的山歌。

一旁的村党支部书记滕书满告诉
记者，刘秋兰一家现在干劲可足了，在
发展种养业之余，还来茶园做工，日子
越过越美哩。

上晒野村海拔超过420米，适合种
茶。“我们村种茶有上百年历史，村里
300 多亩茶园曾是贡茶园。”村委会副

主任陈紫金说。
上个世纪90年代，村里盛行挖煤，

曾经的贡茶园被冷落。到2000年，挖煤
被叫停。村集体经济陷入困境。

怎么破解难题？2018年，桥头溪乡
政府负责人来到上晒野村开“诸葛会”。
有人说了句“村里以前有片贡茶园，不
过已经成了荒山岭”，引起大家热烈讨
论。大伙马上爬到山上实地查看，当时，
茶园里杂草长得比茶叶树还高。

辰溪人许忠华等人，以前在浙江做
茶叶生意。2018年，借“引老乡、回故乡、
建家乡”的政策东风，几个老乡毅然返乡
创业，成立湖南省兰魁茶业有限公司。

在政府职能部门的引荐下，兰魁茶
业 的 股 东 多 次 来 到 该 村 实 地 走 访 。
2018年，双方“联姻”，确定了“公司+基

地+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开发村
里的茶园，联合的农户覆盖全村贫困群
众57户245人。

就这样，昔日 300 多亩荒山岭，成
了村里野生贡茶基地。村集体以土地入
股分红，村民除了分红，还可以在基地
务工拿工资。

兰魁茶业负责人许忠华说，为解决
种植技术短缺的问题，该公司聘请湖南
农业大学园艺学院党委书记覃红燕、湖
南省茶叶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沈程
文为技术指导，对茶园的品种选育、茶
树修剪、采茶制茶等进行技术指导。

去年以来，村里野生贡茶基地解决劳
动力就业100余人，开支劳务报酬近40万
元，带动全村1833人增收。目前，兰魁茶业
在辰溪县拥有3个茶叶基地共1506亩。

茶园“复活”记乡村振兴纪实

“蜂蜜书记”
传“蜜”诀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曾玉玺
通讯员 王玖华 罗亮

6月16日，记者走进双峰县梓门桥
镇涧东村，看到脱贫户黄仲华家的屋后
整齐摆放着 60 余个蜂箱，成群的蜜蜂
绕着蜂箱飞舞。

“我们村位于梅龙山下，植被茂盛，四
季花源不断，非常适合养蜂酿蜜。”黄仲华
说，“也多亏我们的‘蜂蜜书记’，无偿传授
采蜂、养蜂技术，带领我脱贫致富。”

黄仲华所说的“蜂蜜书记”是涧东
村支部书记黄映辉，他养蜂20多年，屋
前屋后摆放着100余个蜂箱。他说：“我
这里一年可产蜂蜜 1 吨左右，因品质
佳、不掺水，靠回头客便能销售一空，每
年收入10多万元。”

黄映辉致富不忘回馈乡邻，通过传
授“蜜”诀，带领村民和贫困户增收致
富。2014 年，黄仲华正愁脱贫“无路”，
黄映辉主动上门，送了他 3 个蜂箱，手
把手教他，走上“致富路”。

“这几年赚了钱，去年建了两层楼
房，日子越过越欢畅嘞！”黄仲华笑得像

“蜜”一样甜。
当天，71岁的黄又全正在家里打理蜜

蜂。2014年，黄又全因老伴身体不好，缺
乏经济来源，成为村里建档立卡贫困户。

为帮助黄又全脱贫，黄映辉给他置
办了 20 多个蜂箱，传授养蜂技术。如
今，黄又全成了村里的养蜂能手。他高
兴地说：“每年的蜂蜜都被书记包销了，
我还种了 3 亩田，养了一些鸡，加上各
种收入，2018年顺利脱贫了。”

目前，涧东村有 7 家养蜂专业户，
其中4家是建档立卡贫困户，通过养蜂
脱贫致富。黄映辉说：“我希望继续推广
养蜂，扩大规模，将梅龙山蜂蜜打造成
优质的特色农产品品牌。” 湖南日报 6月 28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伍孝雄)6 月 27
日，祁阳县八宝镇村民聂名武从县
纪委工作人员手中，接过200元生
态公益林补偿资金，连声道谢。此
前，该笔资金被侵占。

今年来，祁阳县纪委监委聚焦
产业扶贫、生态扶贫、易地扶贫搬
迁、教育扶贫、社会兜底保障、就业
扶贫、住房和饮水安全、农村基础

设施、基本医疗等 9 个领域，开展
专题集中治理。通过面对面核查、
现场抽查、财政专户信息对照核
查、资金流向跟踪督查等，共开展
检 查 137 批 次 ，梳 理 发 现 问 题
2154个，已全部督促整改到位。其
中，立案15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6人、移送司法机关1人，追缴资金
461.7 万余元，退还群众资金 420
万元。

专题治理退还群众420万元祁
阳
县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毛拔群 彭世民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残疾人一个
都不能掉队。”6 月 20 日，又是一个周
末，平江县特殊教育学校像往常一样派
出 13 个送教组、48 名老师，前往瓮江、
浯口等 24 个乡镇 164 名重度残疾儿童
家，进行“一对一”教学。这些孩子，因患
有脑瘫、癫痫、自闭症、精神障碍等多重
残疾而不能到校就读。

“娟娟小朋友，老师来帮你按摩！”
瓮江镇洪山村安置区内，李怡然老师用
按摩球给 14 岁的娟娟做康复治疗。享
受着老师的按摩，娟娟目光中流露出丝
丝惬意。

“娟娟妈妈，我们走后，就按照我刚
才的方法给娟娟做按摩，每天做 3 次，
每次1小时。”临别时，李怡然不忘给家
长布置“作业”。

随后，记者随送教团队翻山越岭，

来到浯口镇四丰村。“浩浩，我跟你玩个
魔术。你猜对了，我就把糖奖给你。”蓝
秀清老师说。

浩浩注视着老师手中的杯子在桌
子上变换，每猜对一次，蓝老师就奖他
一颗糖。然后，老师拿出识字图片，告诉
浩浩怎样区分“男厕所”“女厕所”；指导
浩浩书写“男”“女”二字。在老师的鼓励
下，他写得很认真。

浩浩今年 13 岁，属于智力三级残
疾，两岁的时候妈妈离婚走了。浩浩爸
爸患有精神疾病，在县城精神病医院治
疗。浩浩跟着奶奶生活，属于未脱贫户。

“娭毑，快过端午节了，这是我们学
校送给你们的节日礼物。”毛掌珠老师
提着食用油，赵灵芝老师拿着慰问金，
递给浩浩奶奶。

“每次送教，老师都会自发地带些
牛奶、糖果、文具、玩具送给孩子们。每
逢节日，学校还发放食物及慰问金。”李
援军老师对记者说。

平江特校校长程永清介绍，老师们
利用节假日上门送教，每月两次，每次
教学120分钟。送教课程是根据学生障
碍类别和家长需求量身定制的，以生活
自理、社会适应和康复训练三大课程为
主。“脱贫攻坚路上，一个孩子都不能掉
队。”

送教路上，党徽闪亮。从2014年开
始，周末送教成了平江特校老师的常态
化工作。尽管路程远、居住地分散、交通
不便，但在学校19名党员的带领下，老
师们个个干劲十足，既教育孩子又指导
家长，实现了重度残障孩子从“没学上”
到足不出户“有学上”。

不经意间，在蓝秀清老师的记事本
上，记者看到这样一段文字：“我们的奉
献与收获并存，我们的付出能换来残疾
儿童的点滴进步。他们也许听不懂我们
在说什么，看不懂我们在做什么，可他
们脸上的笑容告诉我们，他们需要爱，
他们需要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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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个孩子，一个都不能掉队

6月28日，江永县千家峒瑶族乡学校，老师在指导学生练习长鼓。该校将瑶族长鼓引进校园，让学生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魅力，激发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 田如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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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28日讯（记者 上
官智慧 通讯员 黎治国 蒋晓莉）今
天上午，桑植县人民法院在县贺龙体
育馆公开开庭审理曾卫华等40名被
告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
质组织犯罪一案。该案为全国扫黑办
挂牌督办案件，是桑植有史以来审理
被告人人数、涉及犯罪事实和罪名最
多的一起特大刑事案件。

该案由桑植县公安局侦查办
理，桑植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桑植县人民法院组成7人合议庭进
行审理。该案因被告人人数达 40
名，涉嫌犯罪事实35起，涉嫌所犯
罪名达14项，属于重大涉黑案件。

公诉机关指控，2003年，被告
人曾卫华从慈利县某银行下岗后，
开始在慈利县各地下赌场赌博及向
赌徒发放高利贷，2010年开始经营
寄卖行，逐步向社会上不特定人发

放高利贷。为逼取高利贷本息，曾卫
华纠集、网罗被告人代某、朱某文等
一批手下，先后实施一系列违法犯
罪活动。此后，曾卫华又先后结识了
被告人王某、侯某和被告人朱某、向
某龙等人，并各自通过实施违法犯
罪活动建立起恶名，开始实施有组
织的暴力讨债、开设赌场、强迫交易
等违法犯罪活动，逐步建立起了有
组织者、领导者和骨干成员基本固
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公诉机关认为，该犯罪组织及
成员共实施组织内刑事犯罪22起，
涉及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
织、敲诈勒索、聚众斗殴、寻衅滋事、
强迫交易等12项罪名。另实施多起
违法，严重破坏当地经济、社会生活
秩序。因案情复杂，被告人人数众
多，庭审活动预计将持续6天，整场
庭审在中国庭审公开网同步直播。

法院公开审理40人涉黑案桑
植
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