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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8 日早晨 7 时 30 分许，洞口县委
大院，工作人员川流不息地走进大院，早
早打卡上班，严格执行上下班制度，处处
呈现务实高效、积极主动的干事创业新气
象。

近年来，洞口县委积极履行党风廉政
建设主体责任，切实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
首位，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层
层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为坚决打赢脱
贫攻坚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更
加有力可靠的政治保障。

突出“三个严格”

严格班子带头。该县成立了县党风
廉政建设责任制工作领导小组，由县委书
记任组长，县委副书记、县政府党组书记、
县委专职副书记、县纪委书记为副组长，
其他县委常委为成员，让县四套班子的主
要领导时刻铭记自己的党内职务、管党治
党的责任。同时，结合推进“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推行“一把手”上党
课制度，引导党员干部明法纪、懂规矩。

严格“一岗双责”。洞口县委坚持把
党风廉政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
设总体布局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同考
核，凡事关党风廉政建设的重大决策部
署、重点工作安排、重要案件查办，均坚持
召开常委会议专题研究、作出具体部署。
县委常委严格履行“一岗双责”，不定期召
开专题会议，对分管部门单位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工作进行研究部署。此外，充
分发挥反腐败协调领导小组作用，定期召
开会议，及时研究解决反腐败工作尤其是

案件查办过程中的重大问题。
严格问责追责。通过监督检查、“一

案双查”、问责追责，有效推动“两个责任”
的落实。同时，积极推行“签字背书”制
度，确保责任主体明确、履责有依、问责有
据。此外，积极推行倒逼式追责、“双向问
责”制度，真正做到有错必究、有责必问。
2017 年以来，该县共有 10 名领导干部因
履行“两个责任”不力被立案调查。

用好“三个抓手”

以整治“雁过拔毛”为抓手，震慑腐
败。该县本着“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
都要严肃认真对待，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
行为都要坚决纠正”的原则，深入开展“雁
过拔毛”式腐败问题专项整治。通过出台
被干部群众称为“史上最严脱贫纪律”的

《关于进一步严明脱贫攻坚工作纪律的通
知》等一系列文件，扎牢脱贫攻坚制度篱
笆；通过建立督查暗访常态化机制，建立
驻村帮扶手机APP平台，严肃扶贫纪律；通
过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严惩违纪违法
问题，通报曝光典型案例，形成强大震慑。

以纪律审查为抓手，惩治腐败。该县
牢牢盯住“不收敛、不收手，问题严重、群
众反映强烈，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
拔使用”的三类党员干部，真正做到有案
必查、有贪必反、有腐必惩。

以正风肃纪为抓手，遏制腐败。该县
坚持以上率下，巩固拓展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成果，继续整治“四风”问题，重点
强化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带动廉洁纪
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全面严

起来，让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
线。

坚持“三个到位”

改革保障到位。洞口县委主动承担
全县纪检监察体制改革责任。无论是县
委巡察机构组建、派驻制改革，还是国家
监察体制改革，均由县委书记担任“第一
责任人”，及时召开县委常委会，研究审定
实施方案，保障工作经费，安排相关单位
参与协调，破解改革难题。对巡察办、巡
察组、派驻纪检组人员配备和县监察委拟
推荐班子成员，县委认真研究、严格把关，
确保把最优秀的干部安排到合适岗位。

财力支持到位。2017 年，该县拨付
60 万元巡察工作启动经费；投入资金 50
多万元，建成高标准谈话室；拨款十余万
元，在 24 个乡镇、街道、管理区建成“五
有”信访接待室和谈话室。

服务跟进到位。洞口县委全力支持
和保障纪检监察机关履职，推行并坚持

“三条原则”：一是对县纪委报请批准立案
和采取“两规”措施的案件，随报随批；二
是对需要研究处理的案件，及时召开县委
常委会予以审定；三是为纪律审查提供好
后勤保障，确保必要的工作经费，每年增
加县纪委大要案专项经费50万元。

2017 年，洞口县党政纪立案 162 人，
党政纪处分147人，移送司法3人，包括6
名党政正职在内的16名科级干部被立案审
查。通过对这些案件的查处，有力地促进
了该县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推
动了全县经济社会健康有序发展。

平溪江畔清风拂
——洞口县委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纪实

记者 艾哲 通讯员 肖智群

本报讯 1月10日，武冈市水西门街
道办事处龙田村建档立卡贫困户肖溢早
早赶到工作地嗨花弄农业创意产业园。
为了让产业园能在春节期间更好地绽放
自己的美丽，作为园艺工，肖溢近日忙并
快乐着，“我是嗨花弄招收的第一批工
人，不仅有固定的工资，家里种的绿色蔬
菜也成了游客眼中的香饽饽，就连屋前空
闲地改的停车场在节假日也有一笔不小
的收入。”

嗨花弄是武冈市首个集观光旅游、餐
饮民俗、休闲娱乐、养生度假、种植研发于
一体的创意田园综合体，也是武冈市充分
挖掘乡村蕴藏的人文遗迹、红色基因、田
园风光、生活风情、自然生态等旅游要素，
把乡村旅游与精准扶贫深度结合打造出
来的旅游扶贫新模式，有效推进城乡统筹

发展，带动贫困群众脱贫增收。
肖溢就是借着乡村旅游项目的东风，

让家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甩掉了
“贫困户”的帽子。自2016年10月嗨花弄
项目开工建设起，他就开始担任园艺工，
每个月有 2800 元的固定收入，从农民变
成旅游从业人员。此外，他家自产的农副
产品也变为了旅游产品，进一步拓宽脱贫
致富渠道。和肖溢一样，受益于嗨花弄项
目带动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红利的贫困群
众有210多人。

近年来，武冈市委、市政府坚持“旅游
活市”发展战略，以国家森林公园AAA级
旅游景区云山及武冈古城为依托，结合

“美丽乡村”建设、大湘西旅游精品线路建
设和“雪峰山片区景区带村”旅游扶贫工
程，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产业。该市依托城

郊各地地貌景观、历史人文和水域资源，
围绕“美食、生态、富民、创意、体验”五大
主题，以示范为引领，以项目为抓手，以品
牌建设为目标，开发美食体验、乡村休闲、
主题农趣等特色旅游产品。同时，先后对
中山堂、浪石古民居等历史文化景点进行
保护性修缮，突出“一村一品”科学规划，
重点建设荷塘村“荷塘月色”精美农家乐
和里仁村峡谷旅游等扶贫工程，打造特色
乡村旅游产品，积极推进乡村旅游产业发
展，带动全市贫困村产业脱贫。

2017年，武冈市通过乡村旅游产业发
展，直接或间接带动 1750 名建档立卡贫
困群众脱贫致富。

（记者 曾炜 通讯员 李焱稠
邓芙蓉）

乡村旅游成武冈富民“新风景”
带动1750名建档立卡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本报讯 “去年，我家分
三批次养了 1600 多羽麻鸭，
赚了近24000元。现在，我们
全家已经脱贫了！”1 月 11
日，望着自家塘里自在游弋的
麻鸭，新邵县小塘镇观音桥村
15组的何中兴开心地说。

目前观音桥村有贫困户
103户，共养殖麻鸭2万余羽，
鸭苗由湖南呱呱叫食品有限
公司免费提供。该公司采取

“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
模式，成立了新邵麻鸭养殖专
业合作社，免费为贫困户发放
鸭苗、提供饲料和技术指导并
保底收购，同时积极动员贫困
户来公司上班，带领大家一起
脱贫致富。

小塘麻鸭养殖已被列入
省重点产业扶贫项目。2017
年，新邵麻鸭养殖专业合作社

在小塘镇帮扶 12 个贫困村
607户贫困户共2526人，免费
发放鸭苗 22 万余羽，人均增
收1000余元。

2017 年，新邵县全面推
进产业扶贫，大力发展富硒、
中药材、果蔬、休闲农业四大
扶贫产业，全县发展富硒家禽
102.3 万羽、富硒生猪 10.4 万
头、富硒牛10.1万头，建立富
硒养殖示范基地 17 个；发展
罗汉果、常春藤、玉竹、芍药等
中药材生产基地5万亩；发展
猕猴桃、油茶、大棚蔬菜等果
蔬种植基地 30 万亩；打造了
白水洞生态农庄、辉耀农庄、
大同福地等休闲农业产业，
2017 年接待游客 10 万余人
次，实现经营收入逾 6000 万
元。
（杨立军 杨卫军 隆昌良）

小塘镇
麻鸭养殖助力脱贫致富

上月 28 日，城步苗族自
治县汀坪乡金童山村七旬老
太姚元梅喜笑颜开——盼了
十多年，老人终于如愿住进了
新房。

“大娘，在家吗？我来看
您啦！”门外响起市商务局扶
贫工作队队长颜翩翩爽朗的
声音。姚元梅闻声快步从家
里走出来，握住颜翩翩的手说
道：“颜队长，真是感谢你啊！
这几年就数你最关心我。如
今房子建好了，我的心愿也满
足了。”

“今天是您的乔迁之喜，
我也没有别的东西送，就陪您
一起吃顿午饭吧！”颜翩翩一
边说着，一边为老人劈柴生火
做饭。

十年前，一场车祸带走了
姚元梅的丈夫和儿子，留下儿
媳与两个年幼的孙子与她相
依为命。这些年来，姚元梅一
家老小的生活开支都靠儿媳
在外务工苦苦支撑。她和留
在家乡读书的孙子一直住在
老旧透风的木板房，最大的愿
望便是能住上好房子，
不再挨冻、担惊受怕。

自打驻村扶贫以

来，颜翩翩就将姚元梅老人的
家庭情况记在了心里。由于
姚元梅家离村活动中心近，颜
翩翩一有空总要上她家去打
个招呼，拉拉家常。

去年，在颜翩翩和工作队
的争取下，金童山村易地扶贫
搬迁项目终于得以实施，姚元
梅家被纳入其中。

刚开始，对于建安置房的
资金问题，姚元梅还心存顾
虑。“您家四口人，按每人两万
元的补贴算，一共可以补八万
元，房子您就放心建吧！”经过
颜翩翩反复做工作，姚元梅家
的房子终于建起来了。

这一顿“开火饭”，颜翩翩
和姚元梅都吃得格外香甜。

“家里没有什么菜，颜队
长你可别嫌弃，今后常来家里
坐坐……”姚元梅由衷地说。

“没问题，我当然要常
来。您有什么需要尽管跟我
说，只要能办到的，我都尽力
去给您争取！”颜翩翩说，“村
里困难群众最期盼的，就是咱
们工作队员最该干的。”

带领市商务局扶贫工作队全力推进金童

山村易地扶贫搬迁项目，队长颜翩翩说——

“咱干的，都是老百姓盼的！”
记者 曾书雁

新年伊始，国家农业部
和国家安监总局联合公布了
2017年度“全国平安农机示
范县”名单，新宁县榜上有
名。

去年以来，新宁县以创
建“平安农机示范县”活动
为契机，认真落实农机安全
生产措施，强化农机安全监
管，着力构建安全生产长效

机制，全力推动农机安全管
理法制化、规范化、科学化，
农机安全生产总体形势平
稳。截至 2017 年底，该县
农机总动力 50 万千瓦，拥
有各类农机具5万台套，从
业人员达 8000 余人，农业
综合机械化水平达 52%。

（杨坚 许爱平）

新宁获评“全国平安农机示范县”

上月 28 日，武冈市邓
家铺镇工商所接群众举报：
稠树塘镇花塘村有一伙人
在推销疑似假冒伪劣药品
和保健食品。该所执法人
员立即赶赴事发地。

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
发现，永州人唐某等未取得
营业执照及食品经营许可
证件，采取在偏远山村流动
性会销的方式，向老年人销
售“人参多鞭酒”“钙铁锌维

生素”等普通食品，并虚假
宣传这类食品具备保健治
疗功效。执法人员现场责
令当事人唐某对要求退货
退款的群众进行退货退款，
并依法对其所销售的食品
及用于销售的车辆进行暂
扣。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
调查处理中。 （欧明科）

武冈市查处无证食品销售案

简 讯

新邵县陈家坊
中药材种植基地与
853 户帮扶对象签
订协议，采取“统一
采购种苗、统一技
术服务、统一保底
价收购”的方式带
领他们发展罗汉果
种植业。目前，该
合作社的基地共种
植罗汉果 560 亩，
还带动周边贫困户
种植罗汉果400余
亩，每亩产值可达
6000元。图为1月
10 日下午，农户搬
运罗汉果。

杨敏华
谢迎春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