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集锦
精准扶贫在行动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12月16日上午，笔者在桂阳县舂陵
江镇栗增村见到卢燕舞时，他正在走访
贫困群众。

卢燕舞，今年41岁，桂阳县农业农
村局干部。2017 年初，组织决定卢燕舞
到舂陵江镇栗增村担任帮扶工作队队
长、村第一书记。

“卢书记，您来了，快屋里请！”村
民郑石金放下手中的鸡食，热情地把卢
燕舞迎进屋里。这个月卢燕舞已是第3次
到郑石金家走访。

“老郑，鸡儿卖得怎么样？有什么困
难没有？”刚落座卢燕舞就和郑石金聊起
来。

“这几天卖了10多只鸡，多亏卢书记
帮助，我家暂时没有什么困难。”郑石金
高兴地说。

郑石金母亲过世，父亲二级残疾，
妻子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他自己也多年
前就患了肌肉萎缩症，只能算半个劳动
力。栗增村地处偏远，生产生活条件落
后，该村像郑石金这样的贫困群众原有44

户102人。
2017 年初驻村后，卢燕舞深入贫困

群众家走访，了解致贫原因，精准施
策。他带领群众修路、架桥、筑渠，发
展种养业，村民的脱贫步伐明显加快。
2017 年，栗增村退出贫困序列。截至目
前，贫困群众减少至5户8人。

驻村不久，卢燕舞来到郑石金家走
访，眼前的景象令他心情异常沉重：“家
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老郑的女儿7岁
了，竟然从没吃过香蕉。”

第二天，卢燕舞把发动朋友筹集到
的8000元钱送到郑石金手上，鼓励他发
展种养业。后来，卢燕舞又给郑石金送
去4头架子猪、50羽鸡苗，并推介他到附
近的水果种植合作社务工。2017 年底，
郑石金家顺利脱贫。

“老郑，这次我来还要告诉你一个好
消息，你申请护林员的报告村里批准
了，年工资5000元。”

郑石金听后开心地笑了。
从郑石金家出来后，卢燕舞来到村

民郑石平家。这是一栋新修的小洋楼，
房间宽敞明亮，里面彩电、冰箱、洗衣
机等家电一应俱全。

“没有卢书记，就没有我家的幸福生
活！”郑石平向笔者讲述了他家的脱贫经
历。

郑石平一家4口人，自己是三级残疾，
老婆患有肺结核，治病经济负担重；两个
孩子正在上学，生活困苦不堪。郑石平想
通过养羊摆脱困境，但是苦于没有本钱。

2017 年 2 月，卢燕舞在走访时听了
郑石平的苦恼后，帮助他申请了 5 万元
小额免息贷款，建立黑山羊养殖场。目
前，郑石平的养殖场年出栏黑山羊70多
头，年纯收入达 9 万元，他家实现了稳
定脱贫。

“听说有几头母羊又下崽了，走，看
看小羊羔长得怎么样？”卢燕舞沿着蜿蜒
的小路向郑石平的养殖场走去。

山岗上，小羊羔咩咩地叫着，活蹦
乱跳。“不错，希望你继续努力。”卢燕
舞鼓励郑石平扩大养殖规模，带领乡亲

们脱贫致富。
走访完贫困群众已是正午时分，卢

燕舞返回宿舍吃了午饭。
下午，卢燕舞来到村旁的山塘维修

工地，仔细查看工程质量。工地上挖掘
机轰鸣，10多个工人正在搬石头砌塘坝。

站 立 塘 坝 ， 只 见 一 条 条 水 泥 路 、
机耕道、灌溉水渠纵横交错。一旁的
村民如数家珍道：“2017 年来，卢书记
帮助我们修建了 6 公里水泥路、1200 米
主灌溉渠、600 米机耕道，维修了两口
山塘、7 口水井，还安装了 48 盏太阳
能路灯，改变了我们村落后的生产生
活条件。”

这时，卢燕舞的电话突然响起：“卢
书记，我家的电视机坏了，你能来我家
看看吗？”

打电话的是贫困户郑付保，前不
久，结对帮扶人给他送来一台新彩色电
视机。

“好，我等下过去看看。”检查完工
地，卢燕舞大步向郑付保家走去。

“没有卢书记，就没有我家的幸福生活”
——桂阳县舂陵江镇栗增村第一书记卢燕舞的一天

□ 通讯员 李卓林

郴州日报12月19日讯（通讯员 谭智莉）“大
婶，你家的结对帮扶责任人每月都有到家里来吧？
他们的工作作风怎么样啊？帮助你们解决了哪些问
题……”12 月 6 日至 8 日，桂东县作风办联合县委
督查室、县政府督查室等部门组成3个督查组，对全
县11个乡镇和47个县直单位扶贫干部的工作作风等
情况进行了监督检查。

今年以来，桂东县纪委监委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驰而不息纠治“四风”。截至目前，全
县共开展各类监督检查30轮次，印发通报13期，作
风问责175人。

该县始终坚持把严肃纪律和强化督查贯穿于作风
建设全过程，紧盯老问题，关注新动向，既抓住元
旦、春节、中秋等重要时间节点和年节假期，对公款
吃喝、公车私用、福利发放、婚丧宴席、工作作风等
重点问题进行监督检查；同时又加强与税务、市场监
管等部门沟通对接，重点对问题纠而不止、群众反映
强烈、带有普遍共性的作风问题进行精准监督。

此外，该县还注重整合信访、案管等部门收集的
第一手资料，及时了解掌握监督范围内出现的“四
风”苗头性、倾向性和隐形变异问题，对信访和执纪
审查中发现的问题线索专项处置；对发现和查实的违
规违纪问题“零容忍”；对规避组织监督、不收敛不
收手的，从严查处，绝不姑息。同时，将作风建设与
年度考核、绩效考核挂钩，实行问题倒逼、责任倒
查，扎实推进作风建设。

桂东县

开展纠治“四风”督查30轮次

资兴市

部署青少年网络素养教育工作

郴州日报12月 19日讯 （通讯员
谢文清 邓剑峰） 近日，资兴市召集相
关部门就如何进一步抓好青少年网络素
养教育进行了探讨。

据了解，该市将组建以教师、专家
学者、“五老”志愿者和网信工作者等
为成员的网络素养教育宣讲小分队，
积极开展网络知识和网络法规法律宣
讲，推动网络知识进学校进课堂进头
脑。同时，通过在青少年中持续开展
书法、绘画、体育、音乐、法制教育、
主题班会和团队等特色活动，替代“屏
幕时间”，不断加强青少年网络文明和
网络安全教育。该市计划在未来两年，
建立一批“青少年网络素养教育基
地”，以点带面，在全市营造健康向上
的网络文化氛围，提升该市青少年网络
素养水平。

郴州日报12月 19日讯（通讯员 张辉）12 月 18
日，笔者从苏仙区获悉，在2019年全市社会管理综合
治理安全感调查评价中，苏仙区王仙岭街道在全区乡
镇（街道）位居第一名、在全市乡镇（街道）位居第四名。

今年初以来，王仙岭街道着力推行“六个一”，抓实
抓细平安创建工作。“六个一”即发放一份便民服务手
册、开展一次大走访活动、开展一次平安创建大评比、
开展一次平安创建活动、开展一次大巡逻活动、解决一
批民生问题。

该街道精心印制便民宣传手册15000份，让居民
直观了解街道各项工作情况，提前知晓办事流程。实
行大走访责任包干制，最大限度将矛盾化解在基层。
组织开展2019年度“平安文明小区”网络投票评选活
动，网络总访问量突破20万人次。举办以“创建平安
街道、争做文明市民”为主题的第五届“安康杯”篮球赛
等平安创建活动，进一步激发辖区群众参与“平安文明
王仙岭”建设的积极性。整合区直驻社区单位、辖区派
出所、社区义务巡逻队、小区保安等力量，在各小区不
间断巡逻，进一步提升了居民的安全感。重点解决一
批涉及老百姓利益的民生民本问题，先后帮群众解决
上白水社区征地拆迁部分遗留问题、神憩乾珑小区3
栋临街门面地基下沉等问题，指导东田金湾、御溪湖畔
成立业主委员会，对神憩乾珑小区实行酬金制物业管
理改革，推动解决业主与物业之间的矛盾。

王仙岭街道

“六个一”抓实平安创建

郴州日报12月19日讯（通讯员 黄治国 郭灵芝）
近日，笔者从市生态环境局永兴分局了解到，今年
来，该分局累计出动执法人员3840余人次，检查企
业 620 余处，共查处环境违法行为 37 起，罚款金额
541万元。向公安部门移送行政拘留案件5起，拘留5
人，移送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1起，对环境违法行
为起到了有力的震慑作用。

从年初开始，该分局紧紧围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对冶炼、砖厂、化工、医院、饮用水源地、垃圾
填埋场等各类涉气、涉水企业展开日常执法检查，随
机抽查污染源305个。针对污染源点多面广等特点，
该分局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督促永和、众德、华
耀、和盛、鸿福等涉重金属企业安装废气在线监控设
施并联网运行，有效解决执法人员不足、监控死角等
问题。该分局高度重视对群众举报、上级交办、同级
移交、网络舆情等环境违法线索的管理梳理，从中找
出问题疑点并立即展开执法调查。同时，全面加强与
公安等部门的协调沟通，做到信息共享、线索互通、
案件共查，形成协同共治的生态环境保护新格局。

该分局重点打击冶炼行业非法转移危险废物、非
法排污等环境违法行为，做到依法查处、应罚尽罚。
针对胡月球、邝红华非法倾倒、处置危险废物一案，
申请公安提前介入，通过线索分析、现场核实、采样
检测、危废鉴定等措施，精准锁定两人犯罪事实，并
将扣押的危险废物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置，消除环境
安全隐患。

永兴县

重拳出击查违法 铁腕执法保环境

郴州日报12月19日讯（全媒体记者 欧阳华 通讯
员 周雅莉 曹德莉）12月17日，苏仙区人民法院依法公
开审理被告人谭某旭等20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
会性质组织犯罪案。检察机关指控该团伙涉嫌组织开
设赌场、寻衅滋事、聚众斗殴、非法拘禁等13项罪名。

据悉，该案是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苏仙区
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规模最大的涉黑案件。市检察院、
苏仙区检察院高度重视该案办理，抽调精干力量成立
了“7·17”专案组，并由苏仙区检察院检察长担任组
长。专案组采取“捕诉合一”办案模式，全面审查案件
材料。在严审细查中，专案组针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
罪部分梳理出7份五大项60余条补证意见，针对个人
犯罪部分提出了10份200余条补证意见，并逐条逐项
指导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到位。同时，专案组还审查同
步录音录像资料1092张，依法排除非法证据，最终形
成1500余页、80余万字的审查报告，出庭预案700余
页40多万字，移送法庭的案卷材料和证据多达139册。

因该案重大复杂，庭审工作预计将持续5天左右。

苏仙区检察院

公诉谭某旭等20人“涉黑”案件开庭
安和街道

组织食品药品安全大检查
郴州日报12月 19日讯 （通讯员

李丽华） 12月17日，北湖区安和街道
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对辖区内的食品
药品进行安全大检查。

该街道按照深入、细致、全面、严
格、实效的要求，对辖区内安和中学、
菁华园学校、科龙职业学校及酒店、面
馆、超市和药店进货渠道是否规范、
登记台账是否健全、食品药品是否过
期变质、灭火设施是否符合要求等开
展安全检查。共发现灭火器使用期限
过期、登记台账不规范等 5 处安全隐
患，现场整改了3处，对另两处下发了
限时整改督办函。

郴州日报12月 19日讯 （通讯员
袁华秀）近日，笔者获悉，自永兴县委
驻村帮扶以来，永兴县湘阴渡街道南塘
村支两委坚持打基础、兴产业、强帮扶的
工作思路，精准施策，带领村民走上了脱
贫致富的道路。2016年，该村已脱贫出
列。截至目前，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全
部实现稳定脱贫。

南塘村原属省级贫困村，精准扶
贫开展以来，该村大力实施安全饮水
工程建设，累计新建和改造水井 10
口，全村农户实现安全饮水全覆盖；
高标准建成两段长共 3.5 公里的通组
公路，打通了出行阻碍。同时，先后
建成文体小广场，修缮了村级服务平
台，并在小广场中融入了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宣传内容，挖掘扶贫
扶智 （志） 经验典型，既丰富了村
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又激发了脱贫致
富信心。

针对自然条件恶劣情况，该村结合
村民集中建房政策推广，实施异地搬迁
工程，改善 32 户贫困户住房条件，实
现了住有所居。同时建立光伏发电
站，增加了村集体经济收入。按照优
先安置符合条件的易地扶贫搬迁对象
原则，帮助搬迁群众实现就近就地就
业，落实保洁员7名，护林员1名，安
置点管理员3名。

该村把产业扶贫作为拔穷根的治本
之策，委托水龙种养殖专业合作社产业
帮扶全覆盖，年分红达4.6万元，人均

240元；与辖区内企业前进农庄实行利
益联结 9 户 19 人，年分红 5700 元，连续
分 6 年；自主经营 25 户，共奖补 24200
元，最高奖补 4200 元/户。该村在刘家
坳易地搬迁安置点新建扶贫车间一个，
可安排就业岗位50个，现在扶贫车间务
工的有19人。

为了授人以渔，该村建立贫困家庭
就业台账，统筹农民工职业培训、农民
实用技术培训、“雨露计划”等，有针
对性地组织开展冰糖橙种植技术、养殖
业、育婴师、面点师等精准技能培训，
2017 年以来共组织劳动力培训 43 人
次，通过有组织引导输出贫困户外出务
工34人，仅2019年便落实就业交通补
助11人。

永兴南塘村：多措并举打赢脱贫攻坚战

12 月 15 日，暖
阳高照，临武县宝玉
石文化产业园非遗大
舞台上，舜邑民间小
调艺术团正在演出临
武花灯小调《双拜
寿》。12月初以来，
该县利用非遗大舞台
专设“周末喜乐会”，
组织各民间文艺团体
义务为群众演出，传
播和展示当地优秀传
统文化。

（陈卫平 摄）

12月 3日，苏
仙区文旅广体局联
合苏仙区志愿者联
合会先后来到良田
镇堆上村11组、14
组，看望结对帮扶
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陈哲东和邝光喜两
兄弟，给他们家送
上新棉衣、新被褥
等御寒物资和家居
用品，帮助他们温
暖过冬，并为他们
制订了新一年脱贫
致富奔小康的规
划。（范湘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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