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航空

憧憬

本报1月9日讯 中国民
用航空中南地区管理局近日
公布了一批行政处罚公告，湖
南地区两家机场被处罚，其中
衡阳南岳机场因机场跑道助
航灯光亮灯率不达标被罚款
5000元，常德桃花源机场因存
在超高高压铁塔被处罚5000
元。此外，湘军通用航空因为
迟报紧急迫降事件被警告。

2017年7月，民航飞行校
验中心在对衡阳南岳机场进
行助航灯光校验时， 机场04
号跑道共有16个进近灯光不
工作， 进近灯光亮灯率为
90.36%， 不符合规章要求的
95%的标准。据此，衡阳南岳机
场有限责任公司罚款5000元。

常德桃花源机场内，有四

根 从 三 峡 水 电 站 出 线 的
500KV常岗线高压铁塔，系湖
南省电力局2001年修建，存在
超高的情况，湖南机场股份有
限公司常德桃花源机场分公
司被处以5000元罚款。

此外，2017年11月5日，
湖南湘军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一架阿若拉SA60L型飞机执
行任务时发动机忽然停止导
致飞机迫降，该事件已属于紧
急事件。事后，湖南湘军通航
于11月6日10时23分通过电
话将此紧急事件报告给了湖
南监管局，但已超过了紧急事
件的上报期限， 属于信息迟
报，湖南湘军通用航空有限公
司因迟报事件被处以警告。

■记者 潘显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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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虾稻种植“闯”出大天地，
在南县陈军保并非孤立。

目前，南县从事稻虾产业的
贫困户有1389户， 养殖面积达
6930亩，其中青树嘴镇就有贫困
户158户、523人， 养殖面积达
1488亩，有105户在2016年实现
了脱贫， 其他53户在2017年基
本实现了脱贫。

从沿袭多年的“排水农业”
变为“载水农业”，从“水窝子”
变成水产养殖“聚宝盆”，南县一
直在探索中创新，因地制宜发展
虾稻共生。2016年， 全县发展稻
虾共生种养面积24万亩，亩平纯
收入3500元以上，共实现稻虾产
值13.8亿元，带动发展二、三产
业产值近17亿元，综合产值规模

突破30亿元。
历经多年发展， 现如今，虾

稻种植已然成为了南县造血式
扶贫的致富道路。不过，如何做
好渔业转型升级的大文章，是南
县当下最重要的命题。

“我们通过建立电商平台等
多种途径， 实现了产销对接。
2015年阿里巴巴进驻南县，县政
府极力打造稻虾共生电子商务
平台，2年来全县实现稻虾系列
产品网络平台销售1.2亿元。”南
县县委副书记、 县长黄育文介
绍，去年４至６月，南县龙虾市
场日均发往上海、武汉、长沙、广
州等各地小龙虾数量达200吨以
上。目前，南县已成为全国第三
大小龙虾交易中心。

本报1月9日讯 今天，记
者从三湘风纪网获悉，2017
年， 湖南各级纪检监察机关
保持反腐高压态势， 巡视组
坚持发现问题、 形成震慑不
动摇，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不
断向纵深发展。 去年巡视组
共移交问题线索 241件，其
中，涉及省管干部83人、处级
干部131人；纪检监察机关立
案查处省管干部14人、 处级
干部27人。

推进巡视深入开展

去年， 省委书记杜家毫
先后主持召开4次省委常委
会、2次书记专题会， 共19次
对巡视工作作出批示。 及时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巡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
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精神，并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2017年10月9日，省委召
开全省巡视巡察工作电视电
话会议，传达中央精神，督促
各级党委（党组）深化对巡视
工作的认识、抓好巡视整改，
要求市县党委把巡察利剑牢
牢抓在手里。

中央新修改的《巡视工
作条例》 等巡视巡察文件下
发后，2017年8月25日， 省委
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学习贯彻
新《条例》的通知、关于修改
我省贯彻《条例》实施办法的
决定、 市县党委建立巡察制
度的实施意见、 被巡视党组
织配合省委巡视工作规定、
2017-2021年省委巡视工作
规划等系列文件， 为我省巡
视巡察工作开展提供了制度
保障。

省委常委、 省纪委书记、
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傅奎，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

部长、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
副组长王少峰多次部署巡视
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共召开7
次领导小组会、4次动员部署
会，推进巡视工作深入开展。

立案查处省管干部14人

通过对50个省直单位开
展带有“回头看”性质的巡视，
对6家省属企业开展“机动式”
巡视，发现并移交24名企业领
导人员问题线索，湖南兴湘投
资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黄明，湖南省水运建设投资集
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宋伟杰等
国企领导接受组织审查。

2017年，巡视共发现“三
大问题”1939个、违反“六项纪
律”问题976个。推动巡视巡察
向纵深发展，建立上下联动监
督网络， 市县两级分别对335
个、4409个党组织开展巡察，
发现“三大问题”1.7万多个、违
反“六项纪律” 问题 1.2万多
个， 根据巡察移交问题线索，
各级纪检机关立案查处县处
级干部82人。探索开展“交叉
式”巡察，紧扣扶贫领域开展
专项巡察，聚焦群众身边腐败
问题，发现突出问题5146个。

着力明确责任、 完善机
制、督查督办、严肃问责，确保
件件有着落、 事事有回音。巡
视组共移交问题线索241件，
其中，涉及省管干部83人、处
级干部131人；纪检监察机关
立案查处省管干部14人、处
级干部27人。 巡视反馈应整
改的1738个具体问题， 基本
整改1442个， 整改率落实为
83%。对敷衍整改、整改不力、
拒不整改的，省委坚决追责问
责。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蒋伟 张栋
实习生 张晓芳

去年我省立案查处14名省管干部
发现问题2915个 巡视巡察上下联动，探索开展“交叉式”巡察

湖南两机场遭处罚
一机场被警告

“水窝子”变“聚宝盆”
“稻虾共生”编织“致富梦”

清晨，南洲村的村民正在稻虾田里开挖虾沟 ，为投放小龙虾种苗做好准备。 记者卜岚 摄

谋篇重在布局。 在打通产
业链方面，南县县委、县政府还
引导虾农走“种养加、农工贸”一
体化之路，拉长增收链条，积极
织就村民的“致富梦”。

在2016年， 南县就出台了
《关于加快推进稻虾产业发展的
实施意见》， 进一步明确了2020
年前的目标任务和发展思路。

“我们将引导土地规范有序
流转，加快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
强化与省内外高校及相关科研院
所合作；建设稻虾产品交易中心，
力争在全国大中城市开设南县稻
虾销售窗口和小龙虾特色餐饮店
100家以上。”黄育文表示，南县还
将建设“洞庭虾世界”，打造一个
集龙虾研发、养殖、交易等功能于
一体的产业聚集区。

对于未来， 南县也信心十
足。“到2018年，全县将发展稻虾
生态种养面积40万亩以上，到
2020年，力争实现年产虾田优质
稻24万吨，年上市小龙虾10万吨
以上（含天然水域捕捞），年加工
小龙虾5万吨以上、 虾田优质稻
米18万吨以上，全县稻虾综合产
值突破100亿元。”黄育文眺望远
方，憧憬未来。

“2016年，对我和全村的贫
困户而言，是意义非凡的一年。”
在120㎡的新房里，南县麻河口
镇上洲村村民陈军宝深有感触，
“2016年， 扶贫队来到了村上，
带来了扶贫政策、引进了扶贫产
业、提供资金技术，也为我们带
来了希望。”

2008年妻子去世后, 陈军
保变成“孤家寡人”。面对着年幼
的孩子和一摊债务，他每日起早
贪黑地打工、种地，但生活仍旧

窘迫不堪。2016年，在扶贫队的
帮助下， 他获得了5万元小额贷
款资金,流转了21亩田地,开始
尝试稻虾共养。

陈军保告诉记者， 那段时
间，他白天种地，晚上看养殖书
籍, 有空就去周边乡镇学习观
摩。一年下来,陈军保的稻和虾
都获得丰收,纯收入超过3万元。
有付出定有收获，2017年，陈军
保不仅把所有债务还清，还有了
存款，建了一套120㎡的新房子。

“小龙虾”闯出大天地

因地制宜发展虾稻共生

全县稻虾
综合产值突破100亿

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系列报道

“投入少，技术简单，效益高，小龙虾成
了我们脱贫致富的希望。”年末岁尾，益阳南
县南洲镇南洲村的800多亩稻虾养殖基地

里，几台挖掘机在忙碌地作业。趁着天气好，村民开挖虾沟，为投放小龙虾种苗做准备。
南县地处湘北边陲，辖133个行政村，其中贫困村40个。近年来，依托湖乡优势，南县创新稻

虾生态种养高产高效模式。2017年全县发展稻虾生态种养面积30万亩， 稻虾产值达到16.1亿
元，亩平纯收入3500元以上。稻虾产业已成为南县农村经济发展中最具活力的富农增收产业，在
全国迅速“蹿红”。

■记者 卜岚 通讯员 史晋 胡建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