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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鸭塘里流淌致富欢歌
邵阳日报记者 罗俊 通讯员 罗文期
“搭帮政府政策好，
才让我有了脱贫的
底气。”9 月 20 日，新邵县小塘镇万塘村建
档立卡贫困户孙宋宗感叹道。
孙宋宗的妻子患有精神疾病，母亲瘫
痪在床，
还有两个孩子需要抚养。
由于要照
顾家庭，
孙宋宗无法外出务工，
只能靠在村
里偶尔做点零工维持生计，一家人生活困
难。今年年初，驻村干部了解情况后，与村
“两委”
一起想办法，
帮助孙宋宗找出路。
“我们这儿历来有养麻鸭的传统，
何不
让孙宋宗也尝试下呢？”
村党支部书记孙玉
德与驻村干部刘飞腾商量，将孙宋宗家门
口的荒草地作为养鸭基地，帮他购置鸭苗
喂养，再由刘飞腾联系外地客户解决销售
问题，这样就能通过发展产业帮助孙宋宗
脱贫。
如今，
在孙宋宗的麻鸭养殖基地里，
40
多只放养的麻鸭等待出售，吸引了很多客
户前来购买。
“养殖基地有水流穿过，且周
边杂草茂盛，
优良的养殖环境，
让这里的麻
鸭肉质细嫩。”刘飞腾告诉记者，为了帮孙

宋宗提高养殖技术，他定期请畜牧专家为
孙宋宗传授养殖知识，未来还将帮孙宋宗
扩大养殖规模。
经过半年的努力，
孙宋宗已
靠养麻鸭增收 6000 多元。
此外，村干部和驻村干部还会定期到
孙宋宗家中走访慰问，帮助他筹集危房改
造资金，
千方百计为他解决各种实际困难，
帮他坚定脱贫信心。
“守着河水喊渴，
田土太少挨饿。
”
万塘
村有 12 个村民小组，共 304 户 1313 人，其
中贫困户 74 户 285 人。由于地理位置偏僻，
三面环山，一面临河，农田地势普遍较高，
水利灌溉不便，
导致该村只能“望河兴叹”，
农田出现大面积抛荒。
“宁愿苦干，不愿苦熬。”近年来，万塘
村村“两委”多方筹集资金，硬化村里水泥
公路，
积极向上级部门争取，
对水渠进行加
固新建，
建设管道灌溉工程，
并对山塘和万
塘水库进行清淤，
彻底摆脱了“守着河水喊
渴”的困境，村民种粮积极性大大提高，农
田抛荒现象不复存在。
为了帮助贫困户增加脱贫路子，
村“两
委”
在扶贫工作组和驻村干部的指导下，
成

立万塘村种养专业合作社，
大力发展“麻鸭
经济”，走出了一条特色产业扶贫的路子。
村里发动社员及贫困户养殖麻鸭 3 万余只，
要求全部用自产的红薯、玉米作为饲料，
采
用纯天然放养，
从源头上保证麻鸭品质。
“如今，贫困户家里都养了麻鸭。通过
这一产业的带动，村里将形成品牌效应并
不断辐射，未来，麻鸭将成为村里的代名
词。
”
孙玉德介绍道。
“村民安康，惠享福祉。”村“两委”高
度重视村里的民生工作，组建万塘村爱心
联盟，号召在外的乡亲关注村内公益事
业，当村民遇到突发灾难时，及时伸出援
手。截至目前，爱心联盟共筹集到 55 万余
元爱心公益金。谈起组建爱心联盟的初
衷，孙玉德说：
“我们想通过爱心联盟彻底
消除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情况，让村民
享受幸福生活。”

金融知识送进校园
邵 阳 日 报 9 月 25 日 讯
（记者 罗俊 通讯员 文春
艳） 9 月 19 日，邵阳农商银
行组织工作人员在湘中幼儿
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邵阳学院
开展“普及金融知识万里行”
活动，
重点向在校师生讲解金
融知识，
以提高他们的金融安
全意识。活动当天，共发放宣
传资料 5000 余份，现场答疑
解惑 400 余次。
为积极响应“普及金融知
识万里行”活动的号召，该行
将此次活动作为开展金融消
费者权益保护及消费者教育

服务的基础工作来推进，
精心
组织，周密部署，制定了具体
的活动实施方案，
力求活动取
得最佳效果。
活动中，
该行工作人员重
点向师生讲解了支付安全方
面的知识，包括卡片保管、密
码安全、ATM 操作、POS 机刷
卡、网上支付、芯片卡普及和
第三方支付平台使用等知识。
通过学习，
师生们更好地了解
了金融产品，
提高了支付安全
意识，
增强了防范各类金融诈
骗的能力。

福彩公益行 中秋送温情

健身馆停业拒退会员卡内余额，
双清工商
分局积极调解——

为消费者挽回数十万元损失

邵 阳 日 报 9 月 25 日 讯 （记
者 罗俊 杨波 张洋 通讯员
蒲俊百） 9 月 20 日至 21 日，市福
利彩票发行中心组织开展了以“福
彩公益行 中秋送温暖”为主题的
公益活动。

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的干部职
工走进新邵县栗山完全小学，为 35
名贫困学子送去崭新的书包和文具
用品，
并为学校捐赠了乒乓球台、篮
球、
羽毛球拍等体育器材。
此次活动中，市福利彩票发行

邵阳县：
绿了家园富了民
——邵阳市森林禁伐减伐三年行动系列报道之十
为全县限额计划的 1.8%。
突出特色 油茶产业惠民生
通讯员 刘 巍 何忠云
全面实施禁伐减伐后，邵阳县出台一
9 月 21 日上午，沿着邵塘路往邵阳县 系列惠民政策，将发展油茶产业作为大力
塘渡口镇行驶，路旁绿树迎风招展，在秋 推进精准扶贫和富民强县的第一产业来
收的季节里，
显得格外动人。
抓。近年来，该县新造油茶林 23.2 万亩，现
邵阳县继 2013 年实施封山育林全面 有油茶林面积 68.4 万亩，规模油茶示范基
禁伐后，又自 2016 年起实施森林禁伐减伐 地 69 个，茶油年产量 670 万公斤，先后获授
三年行动，掀起保护发展森林资源的新高 “中国茶油之都”
“ 中国油茶之乡”等 11 个
潮，森林蓄积量大幅增长，森林覆盖率稳 国家级称号。
中有升，林分林相逐步改观，森林郁闭度
去年 12 月，邵阳油茶被国家 9 部委列
稳步上升……
入首批“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目前，
该
明确目标 多措并举出实效
县已建立 3000 亩全国油茶标准化示范基
为扎实推进森林禁伐减伐三年行动， 地、
年产 300 万株无性系油茶良种苗木繁育
邵阳县制定方案、明确责任，成立了由县 基地、
300 亩全省油茶新品种示范基地、
132
长任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将禁伐减伐成 亩良种油茶采穗圃等。全县参与油茶基地
效纳入全县绩效考核重要内容，并对洛湛 建设的农户达 37 万人，
其中 7.6 万名贫困群
铁路等道路沿线第一层山脊以内的森林 众参与油茶基地建设，
通过林地流转增收、
按林种落实到山头地块，对商品林明确到 林地入股增收等“六林增收”模式，近年累
户，组织村组进行张榜公示等环节后，明 计帮助 4.4 万名贫困群众实现脱贫增收，
占
确了禁伐减伐范围。
全县累计脱贫人口的 35.5%，
全县油茶总产
同时，强化宣传，营造良好氛围，实行 值达到 18 亿元。
县、乡、村三级管理体制，明确管护责任，
“四边”造林 绿化质量大提升
充分利用国家生态扶贫政策，县财政每年
2016 年以来，该县共完成“四边”
（水
另行预算护林专项资金 80 万元，在全县 边、城边、路边、村边）造林 28662 亩，造林
400 多个行政村聘请专职护林员，建立县、 成活率（保存率）均达到 95%以上，造林面
乡、村三级护林巡查网络。此外，规定除灾 积合格率、质量合格率、管护合格率均达
害材等特殊情形可依法采伐林木外，禁止 100%，全面完成市定“四边五年”绿色行动
其它商业性采伐。2016 年至今，全县累计 目标任务，2016 年、2017 年连续取得全市
办理灾害材等特殊情形的林木采伐许可 第一的好成绩。
证 37 份，采伐量共计 2677.58 立方米，为省
3 年来，该县完成绿色通道绿化提质
定三年禁伐减伐行动采伐计划的 18.9%， 建设 105.2 公里，完成县乡道公路绿化 100
邵阳日报记者 肖 燕

中心的工作人员还来到大祥区雨溪
街道敬老院，为 14 位老人送去月
饼、米、油、水果和慰问金，
并前往市
社会福利院看望慰问孤儿，为他们
送去月饼和慰问金，鼓励他们好好
学习、茁壮成长。

公里；完成通道两旁退耕还林 2591 亩，荒
山造林 7527 亩，封山育林 17489 亩；完成资
水、赧水、夫夷水两岸退耕还林 2206 亩，荒
山造林 4704 亩，封山育林 16068 亩；完成
120 个秀美村庄建设。
到今年末，该县森林蓄积量预计增加
到 435.78 万立方米，
比 2015 年末增加 50.15
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上升至 47.80%，比
2015 年末高 0.88 个百分点。

邵 阳 日 报 9 月 25 日 讯
（记 者 宁 如 娟 通 讯 员
钟颖） 近日，记者从双清工
商分局获悉，经过近 2 个月的
耐心调解，该局成功处理一
起涉及 440 余人的群体性消
费投诉。
7 月 中 旬 ，消 费 者 胡 女
士、马先生等 5 名消费者到双
清工商分局投诉，
称他们在双
清区某健身馆内办理了预付
卡，可如今健身馆已经停业，
会员卡内的余额却不予退还。
接到投诉后，
该局执法人员立
即到该健身馆了解情况，
确定
该门店处于关门停业状态。
随
后，
执法人员联系到健身房法
人代表夏某，得知今年 2 月以
来，该健身馆为 440 余名消费
者办理了健身预付卡，
资金总

额 50 余万元，6 月试营业后因
经营不善关门停业。
在陆续接到该健身馆近
150 名会员投诉后，双清工商
分局执法人员耐心安抚消费
者的情绪以免发生群体性事
件，
并多次组织双方进行协商
调解。经多次协调，440 余名
消费者考虑到法人夏某的偿
还能力有限，
同意接受健身房
退还一半预付卡余额的请求，
消费投诉成功调解。
双清工商分局负责人介
绍，近年来，预付式消费逐渐
成为消费者热点投诉问题。
今
年以来，
该局共受理预付卡消
费投诉 90 余起，办理预付卡
消费投诉案 5 件，依法移送公
安机关处理 3 件，为消费者挽
回经济损失 100 余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