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20日22时
41分，我国在西昌
卫星发射中心用长
征三号乙运载火
箭，成功发射第44
颗北斗导航卫星。
这是北斗三号系统
的首颗倾斜地球同
步轨道卫星。 据了
解， 卫星进入工作
轨道并进行一系列
在轨测试后， 将与
此前发射的18颗
中圆地球轨道卫星
和1颗地球同步轨
道卫星进行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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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蜂绿色环保，我希望
能帮到乡亲们， 让他们过上
幸福生活。”4月20日，在长沙
市天心区暮云街道暮云新村
禁山子组， 彭建军开办的农
村合作社已初具规模，500多
箱蜂巢置于田梗间， 这将为
合作社带来近80万元的年收
入。 仅1个蜜源期，55名社员
就实现了人均创收281元。

20年养蜂生活越来越甜

在暮云新村， 彭建军被
村民敬称为“养蜂专家”。4月
20日上午10点， 记者来到彭
建军家中， 看到院子四周都
摆放了垒起的蜂箱， 蜂箱边
还有小蜜蜂“嗡嗡”盘旋着。

“以前养蜂只是兴趣，慢
慢摸索出了其中的规律。”彭
建军说，他今年已经45岁了，
接触养蜂还是20年前的事。

“清明节过后，我会带蜜蜂
去采油菜花，接着是紫云英、五
倍子……” 彭建军说， 花的种
类、功效、分布区域，是每一位
养蜂人必须掌握的知识。 一旦
临近花期， 他便会开车拉着蜂
箱去蜜源地采蜜。

2017年，他通过拜师学艺，
把隔子箱传统养蜂的方式转为
统箱养蜂， 由以前的10箱发展
到40箱， 当年取蜜1200斤，收
入8万多元。2018年， 他更是将
蜂箱扩充到150箱，全年纯蜜收
入26万余元。

开合作社帮助更多贫困户

养蜂让彭建军看到了希
望， 也让他有了更多的担当。
2018年8月，他成立了长沙卓越
蜂业专业合作社， 暮云新村16
户55人成了他的第一批社员。

“为了帮助社员脱贫，我给

每人配了两箱蜂，每月也会上门
指导2到3次。”彭建军说，很多社
员刚接触养蜂，对于如何取蜜都
不是很懂， 需要他手把手去教。
为了防止蜜蜂生病，他还会去药
店配置好相应的中药材，确保蜜
蜂的生存率，也保证了每箱每年
蜂蜜1500元的纯收入。

功夫不负有心人， 仅2018
年的1个蜜源期，55名合作社社
员就实现了人均创收281元。在
2019年， 弘高社区18户55人、
南托街道沿江村51户138人、暮
云街道许兴村34户115人，也将
加入到他的合作社。“随着社员
队伍的壮大， 蜂箱的数量也从
去年的150箱增加到了500多
箱，如果销路保证了，收入自然
是很可观的。”彭建军说。

目前， 正值紫云英开花的
时节， 彭建军也带着自己的小
蜜蜂赶往了望城区， 等待着又
一次大丰收。 ■记者 杨昱

截至4月21日， 古丈县的春季
茶叶生产基本结束，权威统计显示：
从3月10日起陆续开采， 全县全年
茶叶总产量8287吨，同比增851吨，
增幅11.4%； 实现产值9.3676亿元，
同比增1.5612亿元，增幅19.9%。

当日上午， 县扶贫办主任李俊
告诉记者：“全县共有贫困户9052
户， 贫困人口35455人。 去年脱贫
7520户，脱贫人口30266人。其中茶
叶产业挑起了脱贫工作的大梁。”

政策惠农，因病致贫典型年收
入6万元以上

现年39岁的龙启祥家住古阳镇
溪流墨村，父母年老多病，两个孩子
都在读书， 是古丈县因病因学致贫
的典型。2014年，龙启祥一家6口被
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

“县里出台各种惠农政策，鼓励
茶叶种植。茶苗由政府免费提供，技
术也是政府免费培训， 每亩茶林除
了补贴300元肥料费，还补贴200元
人工费。我与妻子商量后，一口气就
种了16亩新茶。”龙启祥如数家珍。

如今， 龙启祥一家早已摘掉了
“贫困户” 的帽子， 还建起了一座
100余平方米的茶叶加工厂房，每
年总收入在6万元以上。

龙启祥一家的脱贫故事， 正是
众多脱贫户的缩影。

打造产业，引进“千企帮千村”

古丈县古阳河茶叶有限公司是
当地一家有名的企业，集茶叶种植、
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

“古丈毛尖”驰名天下，古丈县
委县政府在扶贫攻坚工作中， 出台

相关优惠政策， 引进企业助推帮扶工
作。 古阳河茶叶有限公司是积极响应
县里“千企帮千村”计划的企业之一，
在坪坝镇溪口村种植茶叶1000余亩，
帮扶范围涉及坪坝镇溪口、 张家、叭
喇、亚家、板栗、窝瓢、曹家、对冲等村。

“公司每年的茶叶产值2000余万
元，每年带动当地农户就业800余人次，
每年人工工资要支付300万元， 增加了
当地农户的收入。”公司会计梁先生告诉
记者，“公司还为贫困户免费提供茶苗，
免费运输肥料，农户茶叶卖不出去，我们
主动按市价收购，实施帮扶。”

政府与企业签订扶贫清单， 企业
与贫困户建立扶贫台账， 扶贫资金根
据企业规模、 扶贫实绩给予免税、人
工、肥料等补贴，既做大做强了茶叶产
业，也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助推了扶
贫和脱贫工作。2018年底， 实现企业
帮扶覆盖全县103个村。

截至目前， 全县全年完成茶园新
扩6076亩，补植2430亩，低改2万亩，
全年完成茶叶加工生产8287吨，产值
9.37亿元。

■记者 黄海文 通讯员 刘小军

坚持把政治标准
放在首位

问：请您介绍一下《干部
考核条例》 的主要内容和突
出特点？

答： 坚持把政治标准放
在首位。

突出对党中央决策部署
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
示贯彻落实情况的考核。坚
持党中央倡导什么、 强调什
么就考核什么，把区分优劣、
奖优罚劣、激励担当、促进发
展作为干部考核工作的基本
任务， 把考核的主要功能聚
焦到推动各级党政领导班子
和领导干部做到忠诚干净担
当上来，让事实说话，用实绩
检验。

考察识别干部
功夫要下在平时

问：《干部考核条例》对
干部考核工作的定位作出哪
些规定？

答：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考察识别干部，功夫要下在
平时，并注意重要关头、关键
时刻。”现在，一些地方干部
不提拔不考核、 班子不换届
不考核， 一些干部庸碌无为
当“太平官”，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干部考核工作不扎实，
没有把功夫下在平时。

《干部考核条例》 明确，干
部考核是指党委（党组）及其组
织（人事）部门按照干部管理权
限， 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
部的政治素质、履职能力、工作
成效、 作风表现等所进行的了
解、核实和评价，以此作为加强
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队伍建设
的重要依据。 这样做决不是否
定或割裂干部考核与干部考察
的联系， 而是为了使两者的定
位更清晰、功能更突出、作用更
明显，从源头上解决“重选拔轻
管理”“提拔后就万事大吉”“不
提拔就没有压力”等问题。

防止考核工作
“一刀切”“一锅煮”

问：《干部考核条例》 对考
核内容的规定有什么考虑？

答：条例明确提出，考核内
容的确定必须以贯彻党中央精
神为前提， 根据党中央决策部
署及时调整优化。

一是体现政治性。二是体
现时代性。 三是体现针对性。
针对当前干部队伍和干部考
核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按照
精准化差异化的要求，规定根
据不同岗位职责要求，明确不
担当不作为的具体情形和评
价标准，推动工作落实和担当
尽责；要求逐步建立健全可量
化、能定责、可追责的领导班
子和领导干部工作目标及岗

位职责规范， 防止考核工作
“一刀切”“一锅煮”“上下一般
粗”“左右一个样”。

首次明确党委（党组）
承担考核工作主体责任

问：《干部考核条例》 在落
实干部考核工作责任上有什么
新的规定？

答：明确不同主体在干部
考核工作中的责任， 将责任具
体化，是条例的一大亮点。条例
首次明确规定党委（党组）承担
考核工作主体责任， 党委（党
组） 书记是第一责任人， 组织
（人事） 部门承担具体工作责
任。这是遵循党章规定，在干部
考核工作中坚持和加强党的全
面领导、 贯彻党管干部原则的
具体体现。 干部考核不同于一
般的业务考核， 要严格按照干
部管理权限进行。党委（党组）
承担考核工作主体责任， 意味
着党委（党组）既是领导主体，
又是工作主体、推进主体，要把
干部考核工作纳入党委（党组）
工作总体布局、摆上重要位置，
充分发挥党组织的领导把关作
用，把考核“指挥棒”牢牢掌握
在手中。党委（党组）书记作为
第一责任人， 对干部考核工作
要做到重要政策亲自研究、重
要工作亲自推动、 重要问题亲
自过问。

■据新华社

中办印发《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 首次明确党委（党组）承担考核工作主体责任

从源头上解决“重选拔轻管理”等问题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以下简称《干部考

核条例》），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中央组织部负责人就有关
问题回答记者问，指出：以条例的形式对干部考核工作作出总体规范，这在党的法规
制度建设史上还是第一次。条例出台后，党章规定的教育、培训、选拔、考核、监督等
干部工作的重要方面就都有了相应的条例， 干部工作制度体系更加
成熟、更加定型。

“养蜂专家”彭建军：
带领村民酿造“幸福蜜”

小小“毛尖”脱贫攻坚挑大梁
古丈“千企帮千村”，企业帮扶覆盖所有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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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小产业也能做大文章
群峦叠嶂，深山沟壑。这就是古丈

的地理环境。
从4月15日起，记者经过一周的走

访，都在高山云雾中穿行。从一个村到
另一个村，“望到屋，走到哭”。因为村
民散居在茫茫武陵山脉中， 受山区环
境限制， 这里人均耕田不足0.8亩，耕
地不足0.3亩，给扶贫工作带来的艰难
不言而喻。

但古丈县委县政府因地制宜，把
握高山云雾适合种茶，充分发挥“古丈
毛尖”的优势品牌，打造茶叶产业，实
施茶叶产业扶贫，取得了巨大成就。扶
贫攻坚，小产业也能做大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