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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月9日，绥宁县人大常
委会牵头联系了一批黔邵花猪，送到
该县贫困村鹅公岭侗族苗族乡白土
村。农户争相订养，场面十分火热。

黔邵花猪肉质鲜嫩甜润、肥而不
腻，深受人们喜爱。2016年，绥宁县出
台了《发展黔邵花猪（东山猪）产业促
进脱贫致富的指导政策（试行）》，把养
殖花猪作为该县重点扶贫产业来抓。

当天，在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
晓霞带领下，绥宁县黔邵花猪产业带
头人洪清益驱车装载了47头仔猪来到

白土村，供当地农户喂养。
“我们前期免费垫资提供猪崽，全

程提供技术指导，后期兜底上门回
收。”洪清益介绍，他将以合作社的名
义与农户签定《产业扶贫产品回收合
同》，由合作社垫资提供仔猪给农户，
在花猪喂养成熟时，合作社再上门回
收，回收时扣除仔猪款。

在详细了解合作条约后，农民们
纷纷在心里算起账来：黔邵花猪改良
品种后，最多可以长到 130 至 140 公
斤，回收时扣除成本，每头花猪预计纯

利润达1500元。
算清楚账后，农户争相报名订养

花猪。看到现场火热，建档立卡贫困
户杨芳柏有些担心猪崽又不够分，“我
今年插田时就到过洪老板那里，当时
他养的猪崽都卖出去了，我没有抢到。
这回知道他要来，昨天我就报名订养20
头，不知道今天有没有这么多。”

最终，村民按照报名顺序领养花
猪。由于报名早，杨芳柏领养到了20
头，这让他兴奋得合不拢嘴。

（刘三祺）

绥宁：黔邵花猪送到贫困农家

本报讯 “早几天，我们刚把本村
50 亩地出的艾草发往北京，收入 5 万
元。”8 月 7 日，在隆回县七江镇石田
村，湖南瑾升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总经理肖密华高兴地说。

年过五旬的肖密华是石田村人，
早几年和在北京银河药业有限公司上
班的朋友陈青华聊天时，得知该公司
可提供种子、技术、资金、销售等服务，
在家乡种植艾草可带动村民致富。
2015 年，肖密华到北京银河药业有限
公司反复考察，认真学习种植、初加工

技术，并签订了合作合同。
肖密华介绍，艾草属于多年生草

本植物，抗旱、抗寒、抗病虫害，5年换
一次，每年4月初开始种植，两个月左
右可收割，割了又可再生，因所需人
力、资金投入相对较少，故被称为“懒
汉草”。目前，艾叶被广泛应用于医疗
保健、日常用品等领域，每吨收购价可
达六七千元。

2016年2月，肖密华和陈青华成立
了湖南瑾升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投资100多万元，在本村及周边乡镇租

地200多亩，购置了耕田机、锄草机、收
割机等机械，使用鸡粪、不含氯的复合
肥等做肥料，以生态方式种植艾草。

今年8月1日，该公司牵头与村里
42户贫困户签订艾草种植协议，由公
司提供种苗、肥料、技术，并保底收购
艾叶。

肖密华表示：“目前发展形势不
错，我们决定扩大规模，建设一个大型
艾草生产基地，帮助更多的人共同致
富。”

（刘遵炳 刘剑 胡波）

隆回：“懒汉草”催生“致富花”

本报讯 8 月 7 日，邵东县
召开“互联网+监督”工作推进
大会。今年以来，该县强力推动

“互联网+监督”工作，综合施
策，全面发力，工作进展迅速，步
入快车道。

该县将“互联网+监督”作
为“一把手”工程来抓，自上而下
层层推动，成立了由县委书记任
组长的“互联网+监督”工作协
调领导小组，形成了县委统一领
导、政府统筹实施、纪委监督推
动、部门分工负责、社会共同参
与的联动机制。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经县
编委会、政府常务会、县委常委
会研究决定，该县安排专项工作
经费600万元和办公场地200平
方米，成立“互联网+监督”信息
中心，编制8名，归县纪委管理，
负责“互联网+监督”工作。

3 月底，由县纪委牵头，组

织了相关县直机关赴麻阳、芷江
实地考察学习“互联网+监督”
工作，交流工作心得。随后在全
县确定175项民生资金指标，涉
及 27 个单位和部门，坚持公开
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将外县
先进经验与本县反腐倡廉、县委
巡察、精准扶贫、基层党建、社会
民生、村级财务公开的实际情况
紧密结合，探索建立有邵东特色
的监督平台。

为加强考核督查，该县将
“互联网+监督”工作纳入绩效
考核和党风廉政建设，占政府绩
效考核 20 分。同时，设立由县
纪委监察局班子成员任组长，县
纪委4个纪检监察室主任、乡镇
纪委书记为成员的监督组，负责
督查“互联网+监督”平台建设
工作进度，督促检查各单位各部
门按时间节点推进各项工作。

（刘志成）

邵东县
“互联网+监督”步入快车道

有的人，无惧沿路荆棘，一往无前，在
前行的路上却不忘挥洒关爱和温暖……
绥宁县湘军驾校董事长龙湘军就是这样
一个“柔情铁汉”。

出生于1964年的龙湘军，是绥宁县鹅
公岭侗族苗族乡文柒村人。他既是把事业
做得如日中天的铮铮铁汉，也是心中蕴含
无限柔情、把爱无私献给社会的热心人。

创业艰辛几经磨砺

1988年，龙湘军和妻子刘满英开始了
自己的第一次创业。他们在绥宁老桥头
创办了湘军俱乐部。舞厅、桌球、门球、放
映厅，这些洋气的事物吸引了绥宁人。俱
乐部还有着绥宁第一台发电机，所以霓虹
灯不断、人流不散。但因种种原因，俱乐
部在一年后关闭。

1989年，夫妻俩又开始了新的创业之
旅。铸造厂在县城林海路建起，下水管、
排水材料和农业工具陆续出厂，给铸造厂
带来了好兆头。但在巨大的资金压力下，
铸造厂无奈关闭。

此后，龙湘军开过餐饮店、公汽公司，
但都因种种原因暗淡收场。十余年兜兜
转转，成功失败都已湮没在时光里，但龙
湘军始终保持着创业激情。

2005年，龙湘军夫妇来到绥宁县长铺
镇槽子冲，斥资20万元修建了湘军驾校，
贷款20万元先后引进了10台车，并于次
年开始招生。

龙湘军介绍，驾校以合格率为标准，
对教练采取末位淘汰制；对于学员，则采
取梯级收费，分为短训、中训、长训和VIP
班，学员可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不同的班
级，此外，驾校还为广大农村和外地学员
免费提供宿舍，让学员可安心学车，无住
房之忧。

12年间，湘军驾校越办越好，并在邵
阳县开办分校。创业之路充满了磕磕绊
绊的龙湘军，历经磨砺后终于柳暗花明。

心怀公益奉献爱心

身为侗族企业家，龙湘军有着很强烈
的民族文化情怀。在经商的同时，他还担

任绥宁县侗学研究会副会长，关心侗族人
才的成长，并为他们提供方便。1987年修
建界鹅公路时，龙湘军捐款500元，这相当
于他当时全年的工资。

龙湘军还参与协办该县三届“十月兄
弟节”，并为修建百孝文化广场和东山民
俗民族博物馆出资出力，累计捐款30多万
元；他还连续资助夕阳红歌舞团6年，为繁
荣民族文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多年以来，龙湘军都交待妻子捐衣捐
物，谁家没有就送，谁家缺就给，这已经成
了他的习惯。不仅如此，他连续3年资助
30位长铺镇、长铺子苗族侗族乡的贫困群
众，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认识龙湘军的朋友说，每到黄昏时
分，只要龙湘军上街买菜遇见年龄大的菜
农，都会把菜农剩下的菜全部买下，并叮
嘱他们赶快回家。因为这些菜农舍不得
花钱，都是步行几公里甚至十几公里赶到
县城，下午仍要步行回家……经常以光头
形象出现的龙湘军，外表粗犷、强悍，其实
内心有着一份细腻的柔情。

龙湘军：热心公益，铁汉展柔情
艾 哲 李沁娜

本报讯 为深入实施光伏
发电扶贫，8月8日，新邵县组织
县国土资源局、发改局、扶贫办、
规划局、林业局、电力公司组成
5个小组，分别到全县15个乡镇
66个贫困村现场勘察光伏发电
项目用地选址。

光伏发电扶贫是湖南省精
准扶贫工作的重要措施，其成功
的关键之一是选址，要因地制
宜、实事求是，不符合条件的项
目坚决不上。

该县国土资源局等部门根
据光伏发电有限公司对项目建
设用地预审的申请，及时与建设
单位对接，认真收集整理该项目
用地预审资料，核实项目用地面
积，依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要

求项目用地选址尽可能不使用
耕地，杜绝占用基本农田。

此外，该县国土资源局等部
门根据项目建设要求，对该项目
资料进行认真审查，充分发挥用
地预审的前置把关作用，加强对
建设项目选址、用地规模、占地
类型等内容进行实质性审查。
同时，责成相关部门人员重点跟
踪项目的审查进展情况，及时和
上级相关部门沟通协调，争取得
到上级部门的支持，使该项目尽
快通过审查批准。

截至目前，该县5个工作小
组分别对全县66个贫困村进行
了现场勘察，没有发现占用基本
农田的现象。

（周文芳）

新邵县
合力把好光伏项目“选址关”

本报讯 作为贫国户子女，
洞口县的肖洁今年应聘成为该
县城关派出所辅警后，每月可拿
到 2000 元左右的工资，成为贫
困家庭的顶梁柱。

自全面开展精准扶贫以来，
该县除加大扶贫力度、积极实施

“六个一批”扶贫政策外，还采取
多种措施，千方百计为建档立卡
为贫困户子女就业提供机会、创
造条件。今年以来，该县公安、
教科等部门向社会公开招聘人
员，特意留足10%到30%的指标
集中向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倾
斜，考虑到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
的实际情况，在具体招聘中，除

年龄放宽外，还免收了一切考试
费用。截至目前，全县先后有
60多名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通
过考试考核被聘用为国家教师
和公安辅警。

为确保招聘工作公平公正，
该县纪委牵头，设置了《建档立
卡贫困户报考审批表》。该表由
县公安、民政、扶贫办 3 个单位
重点把关，核实其报考人员是否
是本地户籍、有无违法纪录、婚
姻状况如何、是否是建档立卡贫
困户，再由县纪委会同招聘单位
对报考人员的资格进行最后把
关。

（肖汉军）

洞口县
为贫困户子女就业保驾护航

本报讯 凡村民因婚丧嫁
娶、乔迁寿诞等自办家宴 10 桌
（每桌按 10 人计算）以上，由辖
区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管理
所（以下简称“管理所”）负责登记
备案……8月8日，从邵阳县食品
药品工商质量监督管理局传出消
息，为有效防止农村自办宴席群
体性聚餐行为引起食物中毒及食
源性疾病的流行，该局着手加强
农村宴席食品安全监管，确保农
村群众饮食安全和身体健康。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
高，乡村宴席的规模规格、品味
档次、菜色品种不断飙升。而村
宴的餐厨人员基本来自本土籍

“红白喜事一条龙”，厨师及从业
人员均无健康证；食材采购对保
质期、农药残留等质量问题少有
把关；村民的食品安全意识淡

薄，食品存放设施简陋，特别是
农村红白喜事操办，存在诸多食
品安全隐患，极易引发群体性食
物中毒事故或食源性疾病……针
对这种现状，该县食品药品工商
质量监督管理局决定，从村宴入
手，把监管触角伸向农村市场。

根据方案，村民因婚丧嫁娶
或乔迁寿诞等自办家宴10桌以
上，由辖区管理所负责登记备
案；40 桌以下的需向村级信息
员（村支书兼）申报登记备案；40
桌以上集体聚餐的，由当地乡镇
人民政府向辖区管理所申报登
记备案；凡从事农村家宴操办的
流动厨师及其厨房勤杂人员，由
辖区管理所负责进行备案登记，
取得健康证和食品安全知识培
训合格证后方可上岗。

（黄又生 阮正强）

邵阳县
食安监管触角伸向农村宴席

8 月 10 日 ，
隆回公汽公司负
责人等一行分别
来到县城各公交
站点，慰问在高
温下坚守岗位的
一 线 公 汽 驾 驶
员，给他们送去
了防暑物品，并
叮嘱驾驶员注意
防暑降温和安全
生产，确保群众
安全、顺畅、舒适
出行。

杨敏华
李高雄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