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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周报记者 王薇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9月14日，记者走进有“小桂林”之
称的安仁县金紫仙镇赤滩村，见一条条

“组组通”公路，或盘旋山间,或横卧地
头，犹如玉带般进入每家每户，将村村寨
寨连成一串美丽音符，奏出一曲动人的
新时代农村和谐幸福交响曲。

“以前回家一趟难得很……”对于回
乡的艰难，赤滩村王坑组村民刘声贵深
有感触。刘声贵家所在的王坑组背靠葱
茏的大山，面朝永乐江，村庄里山清水
秀。但以前由于交通极其不便，柴米油盐
等日常生活用品都得靠村民自己肩挑手
提带回家，更谈不上发展产业。村里年轻
人待不住，纷纷外出打工，刘声贵就是其
中一员。

赤滩村地处安仁县最南部，距县城
70多公里，面积27.9平方公里。“我们工
作队刚进村时，村里除主干道路完成修
缮比较宽敞外，其他都是泥泞、弯曲的小
路，一眼望不到头。”省侨联驻村扶贫工
作队队长刘志刚说。

“要想富，先修路。”驻村扶贫工作队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走村入户倾听村民
的心声，征求大家对修路的意见和建议。
有村民告诉记者，关于修路的问题，桐木
垅组27户132人在扶贫工作队进驻前，
就已递交了 4 次申请，一直未能圆梦。

“我刚来村里时，办公室门还没进，他们
就找我说要修路。”刘志刚笑着说。

在 扶 贫 工 作 队 努 力 下 ，2017 至
2018 年，赤滩村修建、硬化通村组公路
合计20.16公里，实现组组通公路。

“每年过年都回来，毕竟这里才是
自己的根，这里有年迈的母亲，有亲戚
朋友……”刘声贵告诉记者，每年回家，

“最后一公里”总让人发愁。路修好后，刘
声贵带着自己外出务工10年的妻子一
同回到村里，开起一家农家乐。“都说我
们这里是‘小桂林’，我家门前就是景点，
靠山吃山，家门口创业一年也能有10余
万元收入。”刘声贵说。

一路通，百业兴。“组组通”为农货出
山铺平了道路，也增强了群众脱贫致富
奔小康的底气。

“走了几十年泥巴路，现在有了水泥

路，去镇里赶圩方便多咯。”赤滩村最偏
远的桐木垅组村民曾庆余说，“以前每次
去赶圩，需要2个多小时才能到镇里，来
回将近5个小时，大半天时间就过去了。
天气好还行，要是赶上下雨，出去一趟真
不容易。”

61 岁的曾庆余是建档立卡贫困村
民，家里平常靠他养蜜蜂、采竹笋、摘粽
叶等，换点生活开销。交通不便，如果赶
上天公不作美，有时卖土特产品的钱还
不够来回的路费。

“现在好了，脱贫致富路直接修到家
门口，都是老板自己上门收货。县城的樊
小林老板只要到了收获季节，就会开车
过来。还有周边永兴县的不少老板，也都
慕名而来。”曾庆余脸上乐开了花。

路通后，村庄的活力被激发。村里相
继发展起养鸭、养鸡等扶贫产业，还引进
金紫仙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流转
1200 亩土地，种植枳壳、猕猴桃、黄桃
等，解决了200余名贫困劳动力就业问
题。同时，村里积极探索“党支部+公司+
基地+合作社+能人+贫困户”的产业扶
贫新模式，共链接633名贫困群众，实现
产业扶贫全覆盖。

通过几年努力，赤滩村160户贫困户
已累计脱贫158户，村民人均年纯收入达
1.9万元。2018年，实现整村脱贫出列。

■记者手记

路通百事通
王薇 李秉钧

赤滩村地广人稀，27个村民小组分
布在近28平方公里的深山里。省侨联扶
贫工作队驻村开展扶贫后，经调研分析
认为，致使赤滩村贫困的原因80%是交
通问题。“摸准赤滩村贫困的最大诱因
后，我们要求驻村扶贫工作队全力以赴
先打破这一‘瓶颈’。”省侨联党组书记黄
芳告诉记者。

破山修路，赤滩村27个组跟外界连
接到了一块。村民轻松走出了大山，山货
变成现金。几年内，村民人均年纯收入增
长90%。该村号称“小桂林”的独特山水
资源，引得旅游开发公司、生态农业开发
公司等纷纷进驻。

湖南省金紫仙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董事长熊壮表示，该公司前期流转
1200多亩土地搞生态种养，扎下根后启
动“小桂林”旅游开发，望仙亭、游步道等
项目正在如火如荼建设中。

路通百事通。赤滩村村民说，脱贫
后，村里振兴指日可待，致富奔小康的道
路会越走越宽广。

三湘都市报记者 丁鹏志
大众卫生报记者 张丽

秋雨绵绵，沿着沅江市白沙大道，
来到有“湖中有岛，岛中有湖”之称的赤
山岛，南嘴镇百家沟村就在岛中部。

百家沟村地处山丘地带，山多路
窄，虽然234国道穿村而过，但对散居于
山坡、土坳、田园、湖岔之畔的村民来
说，出行仍是难题。沅江市教育局驻村
扶贫工作队队长、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刘
旺民告诉记者，扶贫队进村后，先将
24.8公里村组公路进行了硬化，在主道
植树2万多株。

如今，村组道路绿树成荫，水泥路
通到每家每户，两旁鸡冠花开得正艳。

道路通畅了，王氏有机养殖、富民
农机专业合作社、光伏电站、扶贫加工
车间等扶贫产业陆续进村，助贫困户脱
贫增收。

9月15日上午10时多，234国道边
上，湖南瑞豪电子有限公司加工车间
里，近 100 名当地的工人在赶工制件，
干得热火朝天。小小电阻元件在他们指
间跳跃着，装线、封胶、锡焊、检测，一道
道工序有条不紊。加工好的成品，打包
装车发往广州。

这个电子加工车间，是2017年开办
的，村里有十几名贫困劳动力在这里上
班。

今年 48 岁的村民汤建国在车间里
负责锡焊，来这里上班还不到3个月，目
前还是学徒。他家是建档立卡贫困户，
以前他和妻子在一家化工厂上班，后因
身体原因辞职，外出打工。“腰有伤，干
不了重活，加上父亲身体不如以前，小
孩开始读中学，去年回来后就决定不出
去了。”汤建国说。

听说村里有个加工车间，汤建国过
来体验了一下，觉得工序不是很复杂，
基本是手工活，按件计费，自己能胜任，

刚来首月就给1500元保底工资，每
月上满26天班有300元全勤奖、100元车
费补贴，管中饭，还给买意外险……车间
虽小，却管理规范、制度齐全。

“在这里不分新老员工，全部同工
同酬，做得多得的就多。”汤建国告诉记
者，经两个月熟悉后，他现在一个月能
挣 3000 多元。老婆在一家理发店打小
工，每月也有 1000 多元。这样一年下
来，有四五万元收入，比外面打工强。

对于幸福的理解，汤建国的想法很

简单：“在农村，只要勤快，吃穿肯定不
愁。女儿已成家，现在只要供好儿子读
书，我们就很满足了。”

加工车间的“好福利”名声远扬，吸
引了吴红玉的注意。

今年从外地辞工回来照顾公公婆
婆的吴红玉，准备去车间应聘上班。

2012年底，吴红玉的老公袁志伟不
幸患上尿毒症，家里的重担就压在了从
湖北远嫁过来的吴红玉身上。医保报销
外的医药费、儿女的读书费，成为这个
家庭难以逾越的大山。

得知情况，刘旺民四处奔走，在落
实好教育助学的同时，还寻来了两对夫
妻，对吴红玉的子女进行爱心助学。

眼见妻子为家里不停操劳，袁志伟
很心疼。“自己只是干不了重活，但还可
以做点什么。”在扶贫队帮助下，袁志伟
种了西瓜、柑橘等，还加入养殖合作社，
养了些鸡鸭。同时，他从网上买来材料，
自己在家做手工拖把。

“帮扶干部们帮忙售卖，每个能赚
10元。”袁志伟笑呵呵地告诉记者，去年
他做手工产品加上种养，有近万元收
入。“如果以后老婆在加工车间上班，日
子就会好多了。”他说。

百家沟村是由原余百新村、鲤羊村
于2017年合并而成，共有贫困户125户
327 人。扶贫队驻村后，通过产业帮扶、
大病救助、危房改造、教育助学、救助救
济等，让越来越多的贫困户脱贫致富。
2017年该村整体脱贫，目前未脱贫户仅
8户11人。

曾经的省级贫困村，正阔步迈进幸
福新生活。

■记者手记

扶智扶志，道路宽广
张丽 丁鹏志

“孩子的教育经费解决了，让我无
后顾之忧。我不能等着、靠着救济，可以
用自己的双手干些力所能及的事。”袁
志伟这番话，久久萦绕记者脑中，凸显
的是他积极向上的决心和乐观的心态。

无论是受伤不便外出务工的汤建
国，还是因患尿毒症失去劳动能力的袁
志伟，作为家中“顶梁柱”，他们突然失
去劳动能力，使全家坠入困境，这是不
幸的。

而有幸的是，依托“健康扶贫+雨露
计划+产业扶贫”这一系列脱贫攻坚举
措，他们靠自己努力，从困境中走了出
来。

“这些贫困户大多上有老、下有小，
加上疾病折磨，心理压力很大。我们不
仅要扶贫输血，还要扶志造血。”刘旺民
说，扶贫队坚持扶智与扶志并举，输血
与造血结合，使脱贫之路越走越顺畅。

“脱贫摘帽不是我们的目的，让贫
困户脱贫也不是终点，创建美丽乡村才
是我们要努力实现的梦想。”刘旺民说。

采访中，走在百家沟村，闻着花香，
脚下的小路伸向远方，越走越宽广。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龚雅丽
通讯员 王万超 廖鹤松

9 月 14 日，涟源市白马镇咸秀
村核心集中连片 400 亩“稻田+”示
范基地，刘炎挽着裤腿、弓着身子，
手脚麻利地将杂草大把拔起，丢到
田垄上。

今年 35 岁的刘炎是咸秀村党总
支书记，曾是一个在外创业成功人
士 。当 村 支 书 4 年 ，他 靠 着 一 股 韧
劲，瞄准产业不放松，用心用情建设
家乡。去年，咸秀村实现整村脱贫出
列 ，贫 困 发 生 率 由 17.36% 降 至
0.6%。

在我省今年 4 月启动的脱贫攻
坚一线干部考察中，刘炎获得好评。

弃商回乡当支书

“刘炎有个大厂子。为了村里脱
贫，他把厂子交给妻弟打理，自己天
天围着贫困户转。”村委会主任谢浩
魁对记者说。

2000 年，刘炎去河南新乡经商，
主营建材批发，年收入超 100 万元。

“新乡有很多农业化、工业化程度较
高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我们村却多年
来都是老样子。”家乡是刘炎难以割
舍的牵挂，看到咸秀村与外地的差
距，便萌生了回村带领乡亲改变落后
面貌的想法。

咸秀村属省级贫困村，由咸蟠
村、大秀村合并而成，村民大多外出
务工，田地抛荒严重，村集体收入为
零。2017 年，村里换届选举，刘炎主
动参选，成为合村后村党总支第一任
书记。

上任第一个月，刘炎白天去贫困
户家中了解情况，晚上以屋场会形式
讨论村子发展，精准对接全村建档立
卡贫困户 98 户 345 人。

“刘炎办实事，舍得干。”谢浩魁
说，村里孩子去茅塘三一小学上学，
要经过一条两山之间杂草丛生的土
路，很不安全。刘炎向上级申请资金，
不仅硬化了 1.36 公里求学路，还将村
里水泥路延伸到了每家每户。

路通了，刘炎又带领村里干部群

众修建 1500 立方米蓄水池，解决村
民安全饮水问题。

“在我们村，谁不说刘书记一个
‘好’字？”说起刘炎，一位村民竖起
大拇指。

事事带头兴产业

要想摆脱贫困，就得想一些可行
的新路子。

咸秀村产业结构单一，水田少而
散，田地抛荒严重。“祖祖辈辈守了一
辈子的田，无论如何也不能荒！”刘炎
借鉴河南新乡乡村流转土地、发展集
体经济的致富经验，在村民大会上提
出流转土地发展“稻田+”生态农业
的想法。

一开始，这个想法遭到一些村民
反对。刘炎便和同事上门做村民工
作，流转了 800 余亩土地，并将 400
多亩水田连成一片。

流转出来的田适合种什么？为了
确定好发展方向，刘炎多次请湖南农
业大学专家到村里指导。

2018 年 3 月，为了将村里产业做
起来，刘炎与村支两委组织成立咸秀
种养专业合作社，建立“稻田+养鱼、
青蛙”多元化生态农业示范基地，引
进优质稻“玉针香”。为提高生产效
率，省税务局驻咸秀村帮扶工作队买
来了 4 台农机。

“没人会用农机，刘书记第一个
学，他总是村里第一个‘吃螃蟹’的
人。”村扶贫专干刘绚妮说，2018 年，
基 地 收 割 稻 谷 5000 公 斤 、禾 花 鱼
2500 公斤、青蛙 4000 公斤，年总产
值达 100 多万元，改变了村集体无收
入的窘境。

“村里成立合作社后，刘书记就
喊我去干活，120 元一天，今年脱贫
没问题。”55 岁的贫困村民刘丽美
说，她不仅在合作社打工，还是村里
的保洁员，家里养了鸡、鸭，一年收入
3 万多元。

去年，刘炎带头开辟出 100 亩荒
山，种上冬桃；新建 1000 平方米鸡
棚，引进 3000 只太空鸡，每年为集体
增收 1 万多元；成立咸秀生态农庄，
提供体验式休闲服务。

心中有个“咸秀梦”

“刘书记告诉我，人要做梦，努力
将自己的梦变成现实。我现在脱了贫，
得谢谢刘书记。”贫困村民谢科和是一
名老党员，虽然身患疾病，但很有想
法，人也肯干，没事就骑摩托车去找刘
炎聊天，谈他的未来规划。

刘炎也有自己的梦。产业做起来
了，如何将它做大做长久？

要想带领村民共同致富，必须走
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的
路子。

为了圆梦，刘炎将自己的微信名
改成“咸秀梦”。

为推动产业良性稳定发展，刘炎
带头，说服个人退出项目，把现有产业
变为村集体所有，并对原咸秀种养合
作社进行财务核算，整体入股至新成
立的湖南咸秀生态农业有限公司。驻
村帮扶工作队以村委会名义，代表全
体村民投入60万元。

村里以公司为载体，以租赁形式
将村级产业整体外包，村民既能获得
土地流转租金，又能享受分红，在家门
口还有活干。刘炎翻遍朋友圈，最后打
起朋友周裕勋的“主意”，顺利将村里
产业外包出去。

“现在村里有3D摩托车、射箭等娱
乐项目，还能去田里摸鱼、到农庄吃饭，
村里产业弄得有声有色。”刘炎告诉记
者，他还开通抖音，为村里做宣传。

■考察调研手记

4月至6月，按照省委决定，省委组
织部派出考察组，深入脱贫攻坚一线
开展专项考察调研，了解掌握脱贫攻
坚一线干部表现，发现识别优秀干部，
为基层干部加油鼓劲。

考察组在咸秀村考察发现，当地
干部群众对刘炎十分信任，认为他有
能力、有想法、干实事。他放弃自己的
事业，回来建设家乡，村里产业越来越
红火。

“刘炎是个有情怀、有抱负、党性
强、能力强的优秀年轻村支书，他心里
装着村里的人和事，用心用情实现他
的‘咸秀梦’！”考察组组长伍英说。

脱贫攻坚干部考察调研

脱贫攻坚脱贫攻坚

群英谱 用心用情建家乡
——记涟源市白马镇咸秀村党总支书记刘炎

湖南日报记者 何金燕
通讯员 杨乔

在今年年初热播的电视剧《安
家》中，房产中介人劳碌奔波着为客
户找寻到中意的老洋房，又想方设
法联系到老洋房的主人。不料，客户
却私下联系房主完成了过户，中介
无奈被“跳单”。在房产交易等居间
服务领域，这种违背诚信原则的行
为并不罕见。

民法典首次设立“跳单”条款，
明确委托人“跳单”应支付中介报
酬。9 月 16 日，记者采访了永州市东
安县人民法院法官李洪涛，对此进
行解读。

【原文】
民法典第九百六十一条规定：

中介合同是中介人向委托人报告订
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
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

第九百六十四条规定：中介人未
促成合同成立的，不得请求支付报
酬；但是，可以按照约定请求委托人
支付从事中介活动支出的必要费用。

第九百六十五条规定：委托人
在接受中介人的服务后，利用中介
人提供的交易机会或者媒介服务，
绕开中介人直接订立合同的，应当
向中介人支付报酬。

【案例】
今年 5 月，陈某与永州一家房屋

中介公司签订了购房中介合同，双
方约定房屋成交后，陈某按照房屋
成交总额 1%向中介公司支付佣金。
协议签订后，中介公司为陈某提供
了看房服务，之后，陈某却通过个人
关系私下联系了房主李某，并完成
交易。中介公司将陈某、李某诉至永
州市东安县人民法院，要求赔偿中
介费。由于该案涉房屋为中介公司
的独家房源，中介公司在该交易中
付出了必要劳动，促成了合同交易，
法院判决陈某支付中介费 6700 元。

【解读】

践行诚信原则
维护各方权利

“‘跳单’，是房产经纪行业绕不
开的话题。民法典第九百六十五条为
新增法条，首次将‘跳单’行为上升到
法律层面，既保障了中介人的权益，
又严格规制了违背诚信原则的行
为。”李洪涛法官分析说，诚信原则是
民法最基本的原则之一，也是保障交
易秩序的重要法律规范。“跳单”是一
个行业术语，是指出卖人或买受人与

中介签订中介合同，买卖一方或者双
方为了规避合同约定向中介交付中
介费的义务，跳过中介而私自签订合
同的行为，主要存在于房产交易等居
间服务领域。“跳单”行为不仅会让中
介的付出得不到回报，也会增加房产
交易的风险，引发大量居间合同纠
纷、房屋买卖合同和房屋租赁合同纠
纷等问题。

李洪涛指出，民法典第九百六十
五条在适用的时候应当注意两个要
件：一是委托人接受了中介人的服
务，在合同成立之前，中介人为委托
人合同成立付出了劳动；二是该中介
人对合同成立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
献，委托人利用了中介的信息资源。
上述案例中，法院之所以支持中介公
司的诉讼请求，正因为满足了以上两
个要件。

“根据市场交易情况，有的买方
虽然与中介公司签订了中介合同，但
此后并未利用该中介公司提供的信
息，而是通过其他正当途径获得了房
源信息，或者有第三方房屋经纪公
司也获得了房主的委托授权，则难
以认定中介公司有权获得报酬，但
可根据双方约定情况，依据民法典
第九百六十四条请求委托人支付从
事中介活动中支出的必要费用。”李
洪涛提醒，中介公司掌握了有效的
资源信息，也熟悉交易程序和规则，
建议买卖双方选择正规、专业的中介
服务机构，可以在安全、便捷、合法的
模式下促成交易，切勿为了节省中介
费而因小失大。

打开
民法典

湖南日报主办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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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支持

“玉带”通幽“小桂林”

9月14日，安仁县金紫仙镇赤滩村，道路通达。 湖南日报记者 傅聪 摄

百家沟村百业兴

9月15日，沅江市南嘴镇百家沟扶贫加工车间，近百名员工在忙着生产。丁鹏志 摄

禁止“跳单”违约赔钱

湖南日报9月16日讯（记者 张尚
武 通讯员 万凌肖）在农民丰收节即
将到来之际，省委、省政府给每个行政
村配送一台碾米机，引导农民从“卖谷
买米”转向“储谷卖米”，实现种粮增
收。

9月14日下午，省农业农村厅、省
财政厅在浏阳、赫山、靖州、临武 4 县

（市区）同步举行碾米机集中配送活
动，共配送碾米机715台。按照计划，最
近一周，全省40个县（市区）陆续开展
碾米机集中配送，“一村一碾米机”加
快进度，确保年底全部到位。

农业现代化，标志是机械化。今年
初，省委、省政府要求推进农机化推广
服务“331”机制，即省市县财政列支3
亿元，开展农机作业补贴、购置累加补
贴和贴息贷款，撬动农机购置资金30
亿元，推动全省实施农机购置补贴10
亿元。

今年来，省里已出台一系列措施，
支持农业机械制造和农机化推广，推
进粮食、油菜等主要农作物生产迈向
全程机械化。目前，省财政已安排资金
3818.56万元，配送的碾米机全部由政
府采购。

记者在浏阳市集中配送碾米机活
动现场看到，农民对配送的碾米机十
分满意。现场设置咨询台，厂家派出技
术人员，对碾米机的使用维护进行现
场答疑。省农机事务中心主任龚昕介
绍，“一村一碾米机”是落实农机化推
广服务“331”机制的重要举措。碾米机
配送到村，千家万户可有效储存自给
一年的稻谷，种粮大户变卖谷为卖米，
每亩可增收500元以上。

据了解，此次配送的碾米机，由双峰
县“劲松”“农友”两家企业生产。自7月底
以来，全省已派送碾米机逾6000台。

引导农民从“卖谷买米”转向“储谷卖米”

全省“一村一碾米机”加快配送
省财政安排资金采购，确保年底全部配送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