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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肖霄

100 余亩规划整齐的蔬菜地，多
种蔬菜茁壮成长；缓坡山地上，金黄的
沃柑将树枝压弯了腰；水产养殖中心，
银鳕鱼、中华胭脂鱼等名贵鱼不时跃
出水面……

寒冬时节，记者走进新邵县潭溪
镇玄本村，眼前一片生机勃勃，曾经的
省级深度贫困村已脱胎换骨。产业发
展与道德文化宣传画到处可见，装点
着村子的美丽，也展示着村子的兴旺。

集体产业引来源头活水

玄本村地处邵阳市与娄底市交界
处，地理位置偏僻，林地利用困难，土
地资源缺乏，村民收入途径狭窄，原有
建档立卡贫困户99户382人。

2018 年 3 月，省司法厅驻村帮扶
工作队入村伊始，先后 3 次邀请湖南
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的专家教授进
村勘查土壤、水质情况，挖掘本村历
史，最终将发展集体经济作为重点，建

成菜园、果园、酒厂和水产养殖中心等
4个村集体企业，村委会全资控股，注
册成立玄本农林开发有限公司。

玄本村酒厂生产作坊里，工人们
在忙着酿酒，红糯高粱酒香气四溢。
去年11月酒厂批量生产以来，目前已
产白酒1万公斤，为村集体增收25万
元。

村党总支第一书记、驻村帮扶工
作队队长罗绍青介绍，产业均以项目
承包方式，交由项目负责人打理，自负
盈亏。产业纯收入按“442”比例分红，
即 40%上缴村集体，用于公益事业和
助农项目；40%作为红利配股给全体
村民；20%用于企业扩大再生产。

“村集体经济带来的综合效益，如
同源头活水，村民享受到红利，村支两
委更具凝聚力。”罗绍青说，为了将效
益发挥到最大，目前村里正在修建第5
个村集体企业——淀粉加工厂，淘金
村、长铺村等周边5个村集体入股，以
村带片，共同发展。玄本村“两园两厂
一中心”格局基本形成。

今年截至10月底，玄本村的产业
已为村集体带来95万元收益，村民通
过土地流转和务工，人均增收1000余
元。

集体思想推动文明兴村

“产业发展起来后，村民经济状
况得到改善，但村容村貌脏乱差并没
有改变，村里矛盾纠纷频出。”罗绍青
说，为了玄本村长久发展，工作队和
村支两委决定强化集体概念，重新修
订村规民约，引导村民树立集体主义
思想。

去年 3 月，玄本村在新邵县首创
“功德银行”，以户为单位建立村民公
德档案，初始分 100 分，每月考评。公
德积分可按季度到村委会兑换米、面
等实物。积分变化通过“村村响”、宣传
栏和LED显示屏等公布，在村民中引
发强烈反响。

村里还充分发挥“功德银行”教化
作用，将功德积分作为道德模范家庭、
文明卫生家庭、星级平安家庭评选和

村民入党重要参考。
今年 11 月 22 日 14 时许，村民黄

荣禄家不小心发生火灾。邻居黄明德
第一时间发现后，立即组织附近村民
一同救火，并通知县、镇消防队前来救
援。黄明德左脸不慎被烧伤，他抹了一
点药膏又投入救火。17时许，大火被扑
灭。

“参与救火的 20 多个村民，都增
加 5 个功德积分。黄明德还被推荐参
加新邵县见义勇为模范评选。”罗绍青
说，目前，“功德银行”已产生积分514
人次，村民最高积分达171分。

玄本村还建立环境卫生治理、红
白喜事操办、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等
规范性章程，建立相关机构，将 61 名
党员和137名群众充实到乡村治理队
伍中，建立起一支常态化志愿服务队，
实现“人人来管事，事事有人管”。

如今的玄本村，产业兴旺，集体经
济壮大，处处吹拂文明新风，先后被评
为“全省最美志愿者服务村”“全省民
主法治示范村”等。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胡素芳

“今年 8 户贫困户 19 人脱贫，至
此，全村72户贫困户193人全部实现
脱贫，全靠生姜产业立的功！”12月22
日，资兴市纪委监委相关领导到烟坪
村走访看望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何
金山介绍，几户种姜大户今年收入都
在10万元以上。

烟坪村有种生姜的传统，2018年
初，资兴市纪委监委驻市卫生与计划
生育局纪检监察组工作人员何金山，
被市纪委监委派往烟坪村负责脱贫攻
坚工作，担任市委驻烟坪村帮扶工作
队队长。他了解村里的传统产业情况
后，主动找支村两委干部商量，提出引

导贫困户种植生姜，做大做强生姜产
业的设想。

发展方向确定后，烟坪村以成立
村党支部农场的形式，带头种起了生
姜，工作队与村干部一起入户宣传引
导，鼓励贫困户种植生姜，并让村里的
种姜大户手把手传授种植技术。

“今年有 42 户贫困户种植生姜
92.5亩，每户都挖了新窖，用来收藏生
姜，期盼市场行情上涨再卖个好价
钱。”从烟坪村部去往下塆组的路上，
路边凿山新建的 5 个窖连成一排。何

金山介绍说，今年村里扩大了生姜种
植规模，全村生姜种植面积超过了
300 亩，没有外出务工的贫困户基本
都种了生姜，仅此一项人均纯收入可
增加8000元。

烟坪村下塆组建档立卡贫困户陈
任南，今年44岁，与智障的弟弟相依为
命，家里种了2亩生姜。陈任南打开生
姜地窖，里面一层一层排满了生姜。他
开心地说：“多亏了工作队和村干部帮
群众想了这个好办法，生姜藏地窖后，
错开上市高峰期，越到后面越能卖个好

价钱。现在每公斤收购价能卖到12元，
到春节时价格还会涨。”陈任南算了笔
账，今年他的收入有2万多元。

生姜种植不仅让烟坪村摆脱了村
内产业弱的历史，更解决了村内几十位
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我们村种植
生姜以来，生姜持续丰收，每年从制种、
施肥到中期管护，再到最后的采收，每
天能够得100元左右的工钱。”烟坪村
干部表示，明年该村生姜种植还会继续
扩大，村里的目标是“十四五”期间，村
民人均纯收入翻一个番。

湖南日报12月23日讯（记者 谢璐
通讯员 苏广 刘铁伟）今天，记者从长沙市
水利局获悉，近两年来，长沙市按照国家、
湖南省统一部署，扎实推进小水电清理整
改，目前已完成全市161座小水电站清理
整改工作，率先在全省实现验收销号。

在浏阳河南源小溪河上游，因金钟
二级水电站拦河坝影响，常年于枯水期
干涸的近 900 米河道，在寒冬的 12 月里
依然流水淙淙。“断流的水流了回来，这
得益于小水电清理整改工作的推进。”该
水电站站长唐义介绍，今年4月，水电站
按照浏阳“一站一策”方案要求整改，在
保障小溪河河道生态流量的基础上引水
发电，同时在拦河坝上安装了生态流量
泄放设施和监测设施，对生态流量泄放
情况实时在线监测，并接入省级平台，实
现共同监督。

“长沙市小水电清理工作以生态绿
色要求为核心，统筹考虑当地社会经济
发展需求，对退出类电站坚决做到方案
先行、科学施工、应拆尽拆、还原生态；对
整改类电站，科学确定生态流量，完善泄
放设施，做好监测监控，推动生态调度运

行。”长沙市水利局党组书记、局长曹彪
介绍，对整改重点问题之一的生态流量
泄放问题，长沙市坚决做到应改尽改、立
行立改，全市新建（改造）生态流量泄放
设施并安装（完善）生态流量监测设施共
99个。

为推动工作进行，长沙市成立了小
水电清理整改领导小组，先后制定下发
评估细则、“一站一策”实施方案等文件，
分类科学评估，指导执行规范。同时建立
多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各有关部门紧密
配合。如水利部门简化水行政审批程序，
主动服务，迅速完成44项取水许可手续
补办；发改部门对26座无立项老电站进
行确认，并完善相关手续；生态环境部
门、自然资源部门和林业部门集中为相
关小水电站补办了环评、用地、林地手
续。

经前期综合评估，最终实施 34 座电
站退出、127座整改，并遴选引水式、水库
坝后式、河道径流式等不同类型的5个小
水电站，创建清理整改示范样板电站，通
过示范引路的方式进行规范化建设，全
市小水电面貌焕然一新。

湖南日报12月23日讯（记者 奉永成
通讯员 潘琴 胡晓声）今天，农行长沙分
行与长沙城市更新投资建设运营有限公
司（简称：长沙城市更新公司）签订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未来3年，农行长沙分行
将为长沙城市更新公司新增意向融资
500亿元，用于开展旧城改造、城市基建
等市政重点项目建设，支持长沙打造“美
丽宜居城市”。

近年来，农行长沙分行围绕重大项
目、产业园区建设、乡村振兴、民生消费
等重点领域，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先后支
持了长沙市棚改项目、轨道交通等重大
基础设施建设，累计授信达700亿元。创
新推出线上产品，助力小微企业发展和
脱贫攻坚，目前，已服务小微企业超8000
家，投放金额超70亿元，推出乡村振兴快
农贷等产品，并授信10亿元。

农行长沙分行
支持省会打造“美丽宜居城市”
新增意向融资500亿元用于旧城改造和城市基建

湖南日报12月 23日讯（见习记者
刘奕楠 通讯员 王鸿 王梓）“县纪委驻
农业农村局纪检监察组层层把关，铁的纪
律使临澧柑橘产业得到了迅速发展。”12
月22日，县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邓先军带
领记者参观了临澧县特色柑橘产业。

截至目前，临澧县柑橘产业新吸纳贫
困户成员3000多户，带动农户9万多户。
今年，该县5万吨杂柑、脐橙全部达成销
售意向，加上已销售的蜜橘，预计销售总
额可达27亿元。

如何让柑橘变成“摇钱树”？该县充
分发挥梅林果业、官亭湖果业、祥云果蔬
等产业龙头的带动作用，年完成柑橘新
扩、低改1万亩，全县柑橘总面积达到18
万亩。积极创建柑橘特色产业园，今年新

增现代农业特色产业园省级示范园1个，
新增市级柑橘特色产业园3个。大力推广
由良蜜橘、黄金西柚、园丰脐橙等高效优
质品种和柑橘标准化生产技术，创建柑
橘新品种展示片3个、标准化栽培示范基
地12个，示范创建面积达到6.5万亩。以
园丰脐橙等品牌优势打开销售市场。根
据乡镇自身优势，因地制宜引导贫困农
民大力发展柑橘产业，并把低收入群众

“绑”到产业链中，让他们不断增强自身
“造血功能”，确保贫困农民从产业发展
中精准受益、精准脱贫，依托产业脱贫致
富。此外，为防止在柑橘发展中的“微腐
败”，县纪委监委选派300名农村无职党
员，配合纪检干部参与柑橘发展的监管，
及时处理违章违纪人员31名。

临澧柑橘产业带动脱贫增收

湖南日报12月23日讯（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周健 陈志荣 李玲）12 月 23 日
上午，衡东县霞流镇鑫霞村油茶种植户
邓云华，右手提着锄头，来到自家的油茶
地里，挥着锄头给茶树覆土培蔸。

据介绍，两年前，这片林子是一处非
法开采的山砂点。那个时候，整个山坡被
挖机挖得千疮百孔，群众意见很大。去
年，县里开展砂石土矿专项整治行动，对
这处非法采山砂点进行了取缔，当年 12
月，邓云华请来挖机进行土地平整，并在
山地上栽种油茶树，进行生态复绿。

去年，该县湘江、洣水衡东段实施
河道砂石禁采后，随着城镇化建设的步
伐加快，砂石等建筑材料需求量增大。
不少盗采矿者受利益驱动，他们从过去
河道采砂转变到山上盗采山砂，致使山
林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生态环境破坏
严重。

去年 11 月，衡东县在开展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中，重点围绕行业清源目标，在
全县开展矿产资源领域违法行为集中整

治。尤其突出对砂石土矿非法盗采行为
的打击，全面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
保护。

该县由县自然资源局牵头，组织县
环保、林业、公安等职能部门和17个乡镇
成立工作专班，通过摸底，发现霞流镇鑫
霞村非法采砂石、草市镇大对河村非法
采瓷泥等违法现象严重，确定为重点专
项整治对象，精准开展打击行动。该县先
后对新塘镇谷某、郭某非法开办的洗砂
场、白莲镇向某非法开办的采石场等7家
采砂制砂点，进行联合执法，依法强制关
停取缔，并拆除其生产设备设施。

同时，衡东县还针对非法盗采矿石
土砂造成植被破坏的山体，采取种植油
茶、樟树等树木进行复垦复绿，净化全县
生态环境。近两年来，该县共排查整治非
法开采矿山、非法制砂洗砂场所36处，立
案查处案件16起，移送公安部门追究刑
事责任 3 起，复垦复绿面积达 30 公顷左
右。目前，大浦、新塘和石湾等乡镇复垦
复绿工作如火如荼开展。

衡东整治非法开采矿山显成效
近两年，该县共排查整治非法开采矿山、非法

制砂洗砂场所36处

湖南日报12月 23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陈志杰
谭四文）12月22日，为期5天
的第八届中国（湖南）国际矿
物宝石博览会(以下简称“矿
博会”)线下活动圆满结束，线
上矿博云“永不落幕的矿博
会”各项活动还在如火如荼
进行中。

为克服疫情影响，本届
矿博会筹委会改变传统单一
的线下办展模式，采取“线
上+线下”双向并行、融合互
动的形式举办。线上依托新
建的中国（湖南）国际矿物宝
石“云”服务综合平台（以下
简称矿博云），通过“5G+3D”
全景、VR 等新技术打造“虚
拟展馆”，等比还原线下展
馆，多角度、立体化展示包括
碧玺、菱锰矿、萤石、孔雀石、
自然金、文石等海内外极具
收藏价值的精品展件，全年
365 天进行展览、展示、交易
等活动，着力打造“永不落幕
的矿博会”；线下在郴州市举
行开幕式、矿物宝石精品展
览展示、论坛、专题推介等活
动。12 月 18 日至 22 日，来自
全球著名的矿晶行业协会代
表、专家、企业家、收藏家等，
共同分享了这场“开在矿井
口的博览会”。

矿博云自 12 月 12 日上
线以来，注册商家 329 户，累
计访问数突破 655 万次，其
APP 累计下载超 45.2 万次，
公众号关注数达18.3万。

湖南日报12月23日讯
（记者 王亮 通讯员 黄沛林）
“大家不要去酒吧、少去网
吧。”“陌生人的饮料不要
喝。”……12 月 23 日，“青春
不毒行”禁毒大课堂走进麻
阳苗族自治县高村镇龙池小
学，为全校师生上了一堂印
象深刻的辅导课。

龙池小学的学生大部分
为留守儿童，对毒品的危害
缺乏了解。禁毒大课堂上，麻
阳苗族自治县禁毒办工作人
员陈文娟从毒品概念及常见
毒品、毒品对个人和社会的危
害、青少年如何预防和抵制毒
品等方面进行宣讲，并向学生
发放禁毒宣传手册、知识卡
片。“通过禁毒大课堂，希望让
留守儿童从小就意识到毒品
的危害，让孩子及家庭远离毒
品。”陈文娟说。

据介绍，今年来，麻阳充
分发挥学校在毒品预防教育
中的重要作用，组织47所中
小学开展毒品预防教育课，
制作毒品预防教育专栏，悬
挂禁毒标语，印发禁毒宣传
手册等，提高青少年的防毒
禁毒意识。

湖南日报12月23日讯（见习记者
昌小英 通讯员 张雪珊）12月23日，
第五届全球邵商大会双清分会场举
行招商签约仪式，签约3个重大项目，
总投资37亿元。

此次签约的3个项目分别为友阿
二期建设项目、兴业银行项目、邵阳
市衍强职业技术学校建设项目。其

中，邵阳市衍强职业技术学校建设项
目是集“文教、旅游、商业”于一体的
现代建筑组群，建设内容包含航空职
业学校（院）、飞行体验中心、商业综
合体及高档住宅小区等模块，总投资
约30亿元。该项目建成后，将为邵阳
市乃至全省的全域低空产业注入新
鲜活力。

双清区委书记吴劲松介绍，此次
签约的 3 大项目，与双清区力争在

“十四五”期间打造湘中湘西南承接
产业转移先行区、商贸物流集聚区和
金融文旅中心的目标相契合，促进全
区业态更丰满。双清区将创造最佳的
投资环境，推动签约项目尽早落地、
开工。

长沙率先在全省完成小水电站清理整改

断流的水又流了回来

公 告
下列机构因迁址换发《中华人民共和

国金融许可证》。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贺龙体育场支行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
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
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机构编码：B0006S243010025
许可证流水号：00721629
批准成立日期：2014年12月2日
住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劳动西路

360号凯瑞大厦一层
发证日期：2020年11月10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湖南监管局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东塘支行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

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

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机构编码：B0009S243010009

许可证流水号：00721651

批准成立日期：2013年7月23日

住所：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劳动西路

528号

发证日期：2020年12月15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湖南监管局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湖南监管局批准，颁发《中华人民

共和国金融许可证》。发证机关：中国银

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

湖南湘江新区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大王山分理处

机构编码：B1100U243010049
许可证流水号：00721654
批准成立日期：2020年12月17日
住所：长沙市岳麓区洋湖街道洋湖明

园小区商业 2#栋 105、106、107、108、
115、116、117、118号

发证日期：2020年12月21日
湖南湘江新区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和馨园分理处

机构编码：B1100U243010050
许可证流水号：00721653
批准成立日期：2020年12月17日
住所：长沙市高新区麓谷街道嘉运路

114号和馨园小区1期B区4-5栋20号
发证日期：2020年12月21日

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
产业兴旺 乡风文明

——原深度贫困村新邵县玄本村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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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
博
云
访
问
量
突
破6

5
5

万
次

麻
阳
禁
毒
大
课
堂
警
示
关
爱
留
守
儿
童

双清区签约3个重大项目
总投资37亿元

12月23日，通道侗族自治县溪口镇溪口村，村民在填充羊肚菌种包，准备
下地栽种。2019年以来，该村在长沙市天心区帮扶工作队的帮扶下，流转80
余亩土地，以“公司+基地+农户+互联网”的方式发展羊肚菌等珍稀食用菌，带
动村民就业，帮助贫困户稳定脱贫。 邓富铁 李尚引 摄影报道

——扶贫印记

引进羊肚菌 幸福满山村

湖南日报 12 月 23 日讯（通讯员
夏喜衡 谌汉业 见习记者 刘奕楠）近
日，闻名世界的矮寨大桥奇观景区新增
的云端房车营地和无边泳池业态刷爆了
朋友圈，万千游客蜂拥前往打卡体验。其
中用“雪峰山竹业”牌重竹装备的房车营
地游步道、亲水平台和重竹家具、垃圾桶
等成了景区一道亮丽的风景。

“雪峰山竹业”是雪峰山文旅集团产业
链上的一家全资子公司。主要利用雪峰山
丰富的竹林资源，引进现代重竹加工技术
生产旅游开发建设所需的生态环保、美观
耐用的游步道、观景台、护栏、栈道、小竹楼
以及民宿内部装修和景区卫生设施等材
料。投产两年多来，生产的重竹产品不仅为

雪峰山旅游景区开发增添了不少亮色，并
且行销省内怀化、吉首、邵阳和江西、安徽、
福建等省市的旅游景区。同时，利用竹材边
角废渣加工的环保竹炭、传统竹制工艺品
已成为游客的最爱，产品供不应求。

2020 年是旅游行业极不平凡的一
年，雪峰山竹业克服疫情带来的不利影
响，加班加点，高质量满负荷生产，高效
率推广营销实现。到12月中旬止，实现产
值2090 万元，营业收入1585 万元，利税
325万元，三项指标分别比去年增长速度
31%、11%和17%。

“雪峰山竹业”短短两年时间，其产
品走俏景区装备市场，已经成为雪峰山
文旅产业链上一朵耀眼的奇葩。

“雪峰山竹业”走俏景区装备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