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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强 张瀚中 何金龙 宁西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双江环绕，

风景秀美，城市因“双清秋月”而得名。
如果资江能言，定能讲述出数十年来的
日新月异，而脱贫攻坚，一定是最为壮
丽的篇章。

自脱贫攻坚战役打响以来，双清区
上下齐心，勠力向前，以攻坚拔寨的决
心、坚韧不拔的韧劲、抓铁有痕的力度，
念好“精准”经，下足“绣花”功，交出了
一份脱贫与发展互促共进的亮眼答卷。

截至目前，全区已累计实现贫困人
口脱贫 2052 人、4 个贫困村全部摘帽。
资江之畔，佘湖山下，贫困渐行渐远，幸
福越来越近。

党建引领，初心在扶贫一线诠释

“我们必须打赢这场硬仗！”双清区
委区政府庄严承诺，掷地有声，并迅速
谋篇布局，调兵遣将，吹响了脱贫攻坚
的集结号。

党旗高扬，万众一心。坚持发挥党
建引领作用，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
势转化为脱贫攻坚优势，打造“红色引
擎”，激活“红色细胞”，汇聚起脱贫攻坚
的澎湃力量。

擂鼓发令，扶贫合力在扶贫一线形
成。区扶贫领导小组制定“任务书”，绘

好“时间表”，实行挂图作战。区党政主
要负责人躬身于局、带头攻坚，班子成
员挺膺负责、主动担当，形成了书记直
接抓、部门合力扶、单位倾心帮、党员干
部结对包，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
工作格局。

排兵布阵，党员干部向扶贫一线集
结。抓好三个“全覆盖”。全区每个处
级干部联点 1 个村，落实了处级干部帮
扶全覆盖。选派19名党员干部担任“第
一书记”，实现全区贫困村和非贫困村
选派“第一书记”全覆盖。安排650名干
部结对帮扶 742 户贫困户，确保贫困户
驻村结对帮扶全覆盖；压紧压实帮扶责
任。制定《党员干部帮扶贫困户工作考
核办法》，下发《扶贫日志》《帮扶手册》，
做到“一户一策、一人一法”，进一步压
实了帮扶人的责任；坚持激励与保障并
重。建立正向关怀激励机制，将脱贫攻
坚 成 效 作 为 选 拔 任 用 干 部 的“ 硬 杠
杠”。今年全区有 2 名扶贫一线干部得
到提拔或重用。

脚下沾满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
真情。几年来，成百上千的双清党员干
部投身脱贫攻坚“主战场”，兴产业、补
短板、强保障，用干部的辛苦指数，换来
群众的幸福指数。

“十子连心”，真情在细微之处“绽放”

“吴书记又来看乡亲们了！”今年11
月12日晚上8点，区委书记吴劲松再次

“悄悄”地来到渡头桥镇两塘村“走亲
戚”，看望慰问贫困群众，共商脱贫致富
大计。

“肖老，身体好点了吗？家里还缺
什么吗？”吴劲松一走进肖习仪家里，就
先揭开锅盖看，再到床上摸摸被子。89
岁的贫困户肖习仪家里有 4 口人，原来
主要靠几亩薄地维持生计。“感谢书记，
在大家的关心下，我儿媳孙子在村里做
保洁员，孙女也就业啦，生活是越来越
好！”肖习仪握着吴书记的手感激地说。

为了打好脱贫攻坚的收官之战，巩
固发展脱贫的成效和成色，双清区创造

性推出了帮扶干部“十子连心”情景模式
工作法。简而言之就是：进村看院子，抬
头看房子，进门问身子，厨房看缸子，伸
手摸管子，坐下聊孩子，一起查袋子，共
同算票子，出门串门子，走时有面子。

悠悠民生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
情。“十子连心”用顺口溜的形式，对帮
扶细节、技巧进行精准提炼，朗朗上口，
简单易记。

“今年 7 月份，有段时间天天下雨，
我怕自己承包的鱼塘垮堤，就每夜守在
塘边，谁知驻村扶贫书记申伟群也来陪
我一起守。”爱莲街道云水村刘建新回
忆说。后来申书记寻思，这样下去不是
办法，必须赶在大雨之前对所有山塘进
行加固和清淤。

说干就干！跑部门争资金、访农户
做工作、疾行于山塘堤坝、奋战在泥泞
工地……一个月来，申伟群风里来、雨
里去，与群众日夜战斗在一起。“申书记
太拼，人都瘦了一圈！”乡亲们心痛地
说。很快，一个个山塘得以清淤加固，

村民们个个喜笑颜开。
把群众当亲人,把冷暖放心上。双

清区独创的“十子连心”推广以来，取得
了党群一心、心手相应的良好效果。

一村一品，贫困户在产业链上脱贫

一排排大棚规如棋盘，一畦畦蔬菜
翠绿欲滴。仲冬时节，渡头桥镇两塘村
依然“春意”盎然。

“在村里合作社的帮扶下，我不仅
有了稳定的工作，还种起了大棚蔬菜，
现在每年能增收 4 万多元！”12 月 20 日
晚，该村贫困户姚细美和丈夫算起了收
入账，幸福的笑容洋溢在脸上。

双清区坚持把产业扶贫作为脱贫
攻坚的根本之策，让产业围绕脱贫布
局，让脱贫融入产业发展，真正把贫困
户“嵌”在“产业链”上，推动产业发展和
贫困户脱贫。

加大投入。截至目前，用于产业扶
贫资金达 641 万元，不断推进扶贫产业
基础设施项目。

因势利导。按照“因地制宜、依托
资源、突出特色、连片开发”要求，大力
发展果蔬种植、花卉苗木、高效养殖等
农特产业，主打为城市提供鲜菜、鲜鱼、
鲜果、鲜花等“七鲜”农产品，先后建成
蔬菜、花卉苗木、肉鸽、草莓等专业村
20 多个，初步形成“一乡一业、一村一
品”产业格局。全区特色农业基地规模
达1.5万亩，年产出2.25亿元，安置富余
劳力及贫困人口 500 余人，人均增收
8500余元。

建立完善利益联结机制。通过产
业奖补、技术指导、委托帮扶、股份合作
等多种形式让贫困户受益。大力推行
龙头企业带动机制，通过“公司+基地+
农户”等模式，带动农业产业企业与
742 户贫困户签订帮扶协议，辐射农户
2205 户。强化技术培训，依托“一村一
品”和特色种植养殖，为贫困户提供技
术指导，确保有劳动能力且有意愿的贫
困户至少有一人掌握 1 至 2 门实用技
术。鼓励发展种养专业合作社，共建立
各类合作社 29 家，会员达 3000 余人，
辐射带动农户 8000多户。打造扶贫基
地 12 家，为 742 户贫困户提供产业支
持，帮助 555 名贫困群众实现“家门口”
就业。

向幸福进发，双清区未来已来 ！

向幸福进发
——邵阳市双清区决战脱贫攻坚纪实

湖南体彩
官方微信 ·体彩之家·

12 月 21 日 晚 ，体 彩 大 乐 透 第
20130期迎来开奖，全国喜中7注一等
奖，单注基本奖金858.04 万元，其中3
注进行了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到追加奖
金 686.43 万元，分别出自北京（基本 1
注）、河北（基本1注追加1注）、黑龙江

（基本1注）、安徽（基本1注）、湖南（基
本 1 注）、广东（基本 2 注追加 2 注）等
地。本期我省所中一等奖出自株洲醴
陵市 4302046106 体彩投注站。本期
开奖后，奖池奖金为7.88亿元。

数据显示，中奖彩票为一张复式
票，前区选择了10个号码作为投注号
码，后区则“单挑”02、12，除中得一等
奖外，还中得25注四等奖、100注六等
奖、100注八等奖和26注九等奖，总奖
金高达867.70万元。票面共252注号
码，投注金额为504元。12月21日晚
19：33分购于株洲醴陵市4302046106
体彩投注站。

近日来，我省购彩者接连收获体彩
大奖，有岳阳市体彩大乐透84.90万元
大奖、邵阳市足彩 160.99 万元大奖及
160.28 万元大奖、郴州市足彩 175.24

万元大奖、永州市足彩163.60万元大奖
及体彩排列五游戏100万元大奖、邵东
市体彩大乐透358.87万元大奖等，令人
兴奋，可喜可贺。

12 月 14 日，由国家体育彩票管理
中心发起的“2020体彩追梦人”评选活
动开启，我省优秀体彩代销者谭蕾、黄
斌、王岚、毛焘及体彩专管员王广军获
得候选提名。活动线上投票通道将一
直持续到12月25日，最终评选出40名
优秀代表荣获2020年“体彩追梦人”称
号。现在邀请您用微信搜索“湖南体
彩”公众号，点击主页面“我的体彩”-

“体彩追梦人投票”，进入活动页面了解
湖南体彩追梦人爱岗敬业、公益善举方
面的事迹，为他们点赞投票！活动详情
请关注中国体彩网。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中国体育彩
票秉承“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的理念，致
力于建设“负责任、可信赖、健康持续发
展的国家公益彩票”。您每购买一张2
元钱的体彩大乐透彩票，就有0.72元成
为公益金用于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
业的发展。 （关 宁）

株洲购彩者喜中体彩大乐透867万大奖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中国体育彩

票作为国家公益彩票，筹集公益金用于
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的发展。湘西
州偏远地区的青少年体育事业的开展，
也有着体彩公益金的支持。

湘西州永顺灵溪一小是一所少儿体
操特色学校，该校少儿体操始于 1991
年，2003 年被湖南省体育局授予“湖南
省体操后备人才培训基地”，现拥有少儿
体操与蹦床训练馆，常年训练的小运动
员 120 多人，体操教练 8 人。学校始终
坚持“以德立校，以智兴校，以体强校，以
美誉校”的办学方针，坚持以体操为龙
头，积极开展各项体育工作以打造体操
强校为目标；坚持以发现人才、培养人
才、输送人才、不漏掉一个优秀人才为宗
旨，少儿体操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取得
了显著成绩。先后在国际、国家及省级
体操比赛中夺得200多枚金牌，向国家
和省专业队输送了马继游、商春松、李
宜、罗永胜、吕君靓、蒋书轩、张成虹等一
批优秀体育人才。其中马继游在全国第
九届全运会上力挫群雄，获得蹦床冠军；
商春松在 2013 年全国第十二届全运会

上夺得三金一铜的优异成绩，并在
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获得团体铜
牌。

优异成绩的取得离不开中国
体育彩票的大力支持。为了确保
体操运动的健康持续发展，湘西州
永顺县体彩公益金每年投入体操
基地训练参赛经费 5 万元以上。
近年来，灵溪一小体操队在各类比
赛中成绩斐然，2015 年湖南省青
少年体操锦标赛中共获 13 金 20
银10铜，团体总分452分，全省排
名第二；2016 年体操比赛中共获
19金17银23铜，团体总分514分，全省
排名第一；2017 年体操比赛中共获 24
金12银14铜，团体总分491分，全省排
名第二；2018年湖南省第十三届运动会
上获得8金7银13铜的好成绩；2019年
湖南省青少年体操锦标赛中共获 32 金
20银8铜，团体总分618分，团体总分及
金牌总数均获全省第一；2020年湖南省
青少年体操锦标赛中共获11金13银18
铜，团体总分及金牌总数均获全省第三。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奥运争光计划

纲要》和《青少年体育“十三五”规划》，体
彩公益金始终不遗余力地资助体育后备
人才培养，实施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精品
工程。体育事业的飞速进步离不开体育
彩票的默默支持，从资助国家队建设到
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从国家队备
战到扶持退役运动员创业，从举办全国
综合性运动会到器材购置维护等，可以
说每一份收获的背后都有体育彩票坚持
不懈的贡献。

（黄树林 蒋晓琴）

体彩公益金助力湘西永顺少儿体操运动发展

株洲购彩者喜中体彩大乐透867万大奖

体操运动奖牌。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米承实 唐黎

12月中旬，寒潮来袭，溆浦县大江口镇小江
口村脱贫户舒元寸悠然地端坐在堂屋里烤火，没
了昔日的烦恼。他高兴地说：“以前房屋漏水，就
怕雨雪，今年在市纪委监委干部帮助下解决了！”

怀化纪检监察机关加强对脱贫攻坚各环节
政治监督，严查处、实整改、强弱项。今年以来，全
市扶贫领域立案501件，处理1774人，党纪政务
处分444 人，退还群众资金739.01万元，把监督
做到了贫困群众心坎上。

精准督战，“一张清单”压实政治责任

隆冬时节，在洪江市湾溪乡古峰山村，5名驻
村帮扶工作队员正在排查问题，确保圆满收官。

在首轮督战后，帮扶该村的怀化市司法局进
一步加大帮扶力度，增派2名干部驻村扶贫，并在
资金上给予倾斜。

今年，怀化始终坚持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两
手抓，聚焦责任落实、政策落实、工作落实，梳理
出一张149项具体内容的《重点帮扶督导问题清
单》，统筹推进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
理，保障脱贫攻坚政策措施落实落细。

怀化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李
激扬介绍，督导人员拿着清单精准督导，有效避
免了标准不一、口径不同等问题，提升了督导的
针对性和实效性。

怀化市纪委监委抽调6名副处级干部，与从

财政、住建等部门抽调的精干力量组成6个督战
督导组，巡回全市13个县市区脱贫攻坚一线，对
监督发现的问题及时分类处置。

目前，共开展 6 轮督导，交办整改问题 534
个，下发纪检建议书16份，处理党员干部82人。
有力倒逼责任落实、措施落地、工作落细，激发了
党员干部担当作为。

精准施策，“一案一策”确保案结事了

近日，麻阳苗族自治县谭家寨乡乌林溪村原
村主任宋某涉嫌诈骗被检察机关批捕。水利部门
在该村修了4口水井，村支书只在自家附近的水
井安排了管护人员，其他水井未安排人管理，没
水喝的群众多次反映未果。

接到举报后，麻阳纪委监委立即展开调查，
发现是一起漠视群众利益的官僚主义案件，宋某
还存在骗取危改资金等违法犯罪行为，被责令辞
职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村支书也受到处理。水
井落实了管护人员，村民喝上了放心水。

办理扶贫领域信访举报问题线索是推进扶
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的重要举措，怀
化市委启动扶贫领域信访举报问题线索“百日攻
坚清零”行动，明确6月底积案清零，年底前动态
清零。

怀化梳理出未办结或已办结未满意的扶贫
领域信访问题线索570件，市纪委监委包案领办
84件，县市区纪委监委逐件明确包案领导、承办
责任人，实行挂图作战，压实责任。

5月底，怀化扶贫领域信访举报积案提前一
个月清零，帮助举报人落实公益岗位、解决临时
救助等合理诉求96起，实名举报满意率92.9%；
办结新受理信访件156件，实现动态清零。

入村督查，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每日有人清扫路面泥土，屋门口再也不是
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脚泥。”11月初，怀化市纪委
监委干部韦琴收到了麻阳苗族自治县石羊哨乡
新溪村村民滕建杰的短信。

韦琴 10 月中旬入村走访，有村民反映高铁
施工便道渣土未及时清理。她将情况反馈给乡党
委，乡里立即组织人员清理，并安排2人负责日常
保洁。

今年5月，怀化按照“一人一村、吃住在村、四
不两直、走村入户”的要求，组织市县纪检监察干
部对954个贫困村，围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
题、“百日攻坚清零”等展开督查，与群众面对面
交流，做好政策宣传，听取意见建议，解决合理诉
求。共发现房屋漏水、稳岗就业等问题779个，收
集意见建议1416条，全部办结。

为进一步巩固入村督查成果，10 月中下旬
起，怀化组织开展“回头看”，对上轮问题整改情
况逐个查验，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

“新问题不做‘隔夜饭’，督促及时解决。”怀
化市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负责人介绍，这次
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192个，化解信访问题
28个。

湖南日报12月22日讯（记者 陈鸿飞 聂沛
通讯员 刘平衡 谭远志）“现在，扶贫资金用到哪
里去啦，点击手机上的‘互联网+监督’APP随时
随地查看，扶贫资金去向一清二楚。”12月下旬，
衡阳市蒸湘区纪委监委在呆鹰岭镇鸡市新村开
展财政扶贫资金监督检查“回头看”中，通过省

“互联网+监督”平台数据比对碰撞，发现村民刘
某违规领取贫困寄宿生补助600元。区纪委监委
立即调查核实，查明属实，刘某主动全额退回违
规领取的资金。

经核实，村民刘某在农村建了住房，2个儿子
均在衡阳市清华园小学读书，这个家庭不符合领
取贫困寄宿生补助的条件。村干部莫某和刘某相
熟，他帮助刘某在区教育局违规申请了贫困寄宿
生补助。莫某被呆鹰岭镇党委给予党内警告处

分。
据介绍，2017年10月，该区纪委监委根据省

纪委的统一部署，搭建了“互联网+监督”平台。通
过这个平台，对全区的精准扶贫、民生资金和村
级财务等进行监督管理，筑起了一道防范和惩治
扶贫领域腐败问题的防火墙。

近年来，该区纪委监委组织区财政、民政、人
社和残联等18个职能部门，重点突出民生项目、
财政扶贫资金等 72 个采集目录，回应群众的关
切。各职能部门明确专人负责录入“互联网+监
督”数据，要求录入的基础数据真实准确，完整及
时，为及时发现扶贫领域存在的优厚亲友和虚报
冒领等违规违纪问题，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据统
计，近3年来，该区纪委监委“互联网+监督”平台
共采集录入信息2.8万余条、民生及财政扶贫资

金5.4亿元，对比碰撞数据2.6万余条。
同时，该区纪委监委充分利用录入的“互联

网+监督”平台数据，及时发现侵占扶贫资金，侵
害群众利益的苗头性和倾向性问题。该委对平台
数据采取“一月一对比、一月一交办、一季一分
析”的方式，即对录入的数据逐项逐单位进行比
对碰撞，将比对碰撞产生的违规疑似数据梳理分
类，形成问题线索的由纪检监察机关核实处理。
该委在办理呆鹰岭镇鸡市新村村民刘某冒领贫
困寄宿生补助案件后，要求区教育局在审批贫困
生各项补助时，认真审核，严格把关，并张榜公
布，引导群众参与监督。

蒸湘区委书记周法清介绍，近 3 年来，该区
“互联网+监督”平台共发现问题线索494 条，受
理平台内举报10条。

湖南日报12月22日讯（通讯员 黄志光
喻军 记者 李曼斯）今天，宁乡市白马桥街道白
马社区贫困户陶合辉在精准帮扶下终于实现脱
贫。自此，该街道贫困户全部实现脱贫摘帽。

因意外受伤且年过半百的陶合辉，一度
对生活失去信心。街道“一对一”帮扶干部罗
凯为其“量身定制”帮扶措施，引导他因地制
宜发展产业，使他重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年
初，帮扶干部多方奔走，积极争取企业支持，
捐助他鸡苗 200 羽，并联系好稳定的销售渠
道。到了年底，鸡苗成活率达98%，陶合辉获
得了23000元收益，实现了“造血式”脱贫。陶
合辉的脱贫之变，是白马桥街道依托产业扶
贫成功案例中的一个缩影。

自脱贫攻坚战役打响以来，白马桥街道
党工委、办事处以问题为导向，强化街道、社
区两级书记和驻社区帮扶工作队、“一对一”
结对帮扶干部脱贫攻坚责任，注重扶贫与扶
志、扶智相结合，对全街道140户贫困户实施
精准施策、精准帮扶。40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在引导下自主发展种养业，积极推进扶贫车
间建设帮助8名贫困劳动力实现就近就地就
业，安排30个公益性岗位弥补市级公益性岗
位不足的问题，竭力增加贫困户的收入，实现
稳定脱贫。

今年，街道 140 户贫困户 353 人全部实
现脱贫摘帽，贫困群众精神面貌持续改善，获
得感、幸福感显著提升。

湖南日报12月 22日讯（记者 曾佰龙
通讯员 李丹 颜俊）12月21日，湖南瑞湘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来到湘潭高新区政务
中心，送来写着“为百姓排忧解难，做人民满
意公仆”的锦旗，为该中心的办事速度“点
赞”。这是湘潭市开展专项巡察，不断优化营
商环境的一个缩影。

12月8日至14日，湘潭市委巡察办再次
派出5个督查组，通过查阅相关资料、走访服
务对象、现场调查核实等方式，对 26 个地区

（园区）及市直单位开展优化营商环境专项巡

察整改督查。今年以来，湘潭市委第 10 轮巡
察启动了优化营商环境专项巡察，发现具体
问题 140 余个，巡察期间立行立改问题 22
个，一批困扰企业发展的难点、堵点问题得到
迅速解决。

湘潭市委巡察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巡察
监督不是“一阵风”，整改“雷声大、雨点小”行
不通，专项巡察反馈以来督查组咬定问题不
放松，督促被巡察单位制定措施、巩固整改成
果，做到长期坚持，善始善终把巡察整改工作
抓好抓实。

湘潭：专项巡察优化营商环境

宁乡白马桥街道：140户贫困户全摘帽

坚守传统手艺 传承非遗文化
12月22日，张家界市荷堂艺术馆，朱良宗、杜浓莲夫妇在织蓑衣。69岁的朱良宗和65岁的

杜浓莲编织了40多年的蓑衣。近年，蓑衣逐渐成为不少人喜爱的艺术藏品，并逐步走向旅游市
场。夫妻俩来到城市艺术馆，传承传统技艺。今年，以织蓑衣为主的棕制品技艺被列入张家界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吴勇兵 摄

怀化聚焦各环节加强政治监督，严查处、实整改、强弱项，全力护航脱贫
攻坚——

把监督做到贫困群众心坎上

“扶贫资金去向一清二楚”
近3年来，蒸湘区“互联网+监督”平台共发现问题线索494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