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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农网点惠农民
金秋时节， 瓜果飘香。 在炎陵，“电

商+物流”的模式彻底解决果农销售的后
顾之忧。 今年，炎陵通过线上销售和农村
电商方式，搭建了 3 个“炎陵黄桃”分拣
中心，销售黄桃 210 万斤。 茶陵县设立了
县级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 1 个， 镇级供
销惠农服务电商网点 8 个， 村级惠农综
合服务电商网点 138 个， 全县搭建社区
购网点 346 个，基本形成县 、乡 、村三级
农村电子商务服务体系。

炎陵县惠农服务中心只是株洲市供
销社实施农业社会化服务惠农工程的一
个缩影。 在攸县，按照“布局合理、规模适
度、半径适宜、功能完备”的原则，全面部
署县乡为农服务中心建设， 县供销合作
社惠农公司联合其他 5 位社会自然人 ，
共同成立了攸县大农合农业生态有限公
司。 通过社有资金的带动，有效撬动了社
会资本， 走上合作经济发展之路。 在醴
陵，按照党建、村建 、社建“三建结合”和
党务、村务、商务 “三务合一 ”的思路 ，依
托 “美醴新村”建设，与村支两委合作共
建村级供销惠农服务有限公司。

打造产品电商平台
推进农村电商平台发展是株洲供销

合作社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株洲供销

社积极探索“互联网+供销社”的发展模
式 ，建 设 农 产品 线 下 体 验 店 ，搭 建 起
“网上交易 、网下配送 ”的产销对接体
系 。

株洲供销社联合社会资本力量 ，量

身打造市农产品展销中心， 成为株洲唯
一一家汇聚了全市名优特农产品、 上规
模的线下体验店。 2019 年 11 月，株洲供
销社联手社会其他三家股东， 共同组建
了湖南株洲正本弘源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 投资 120 多万元在市供销社一楼临
街门面成立了株洲市供销汇民电商服务
中心。

未来， 展销中心将通过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方式，借助各类电商平台，整合全
国供销网络，不断拓宽销售渠道，将株洲
农产品推向国际国内市场。

助力乡村产业发展
株洲供销社积极探索， 发展农产品

生产基地，布局农产品加工和冷链物流，
开展多种形式的产销衔接， 推进农业与
旅游等产业深度融合， 完善了供销合作
社的产业链条。

在坚持土地权属不变的前提下 ，全
面推行农业社会化服务， 强化土地托管
服务平台建设，集聚社会各类服务资源，
积极争取发改、财政、农业等部门项目支
持， 实现了农民、 村集体和供销合作社
“三赢”。 此外，针对农民贷款难、融资难
等问题，株洲积极探索供销社 、合作社 、
金融机构融合工作。 供销社为金融机构
提供农民专业合作社生产经营信贷信息
和贷后服务。 金融机构为供销社开展农
业社会化服务、 经营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和社有企业发展提供融资服务， 彻底解
决融资难问题。

张升来 杨永

通讯员 文斯佳 江鹏

陈小玲 1994 年到株洲市渌口区检
察院工作以来，一直奋战在业务一线，先
后在反贪、刑检等部门工作，主办了株洲
市政府原副秘书长尹某峰受贿案， 渌口
镇原党委书记陈某明滥用职权、 贪污受
贿案，“3·15 维卡币特大网络传销案”等
一批大案要案， 为渌口区营造良好法治
环境付出了艰辛努力。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主力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 渌口

区检察院成立了扫黑除恶工作领导小
组，陈小玲担任扫黑办主任，负责组织涉
黑涉恶案件讨论、 协调督导、 队伍建设
等。 她提前介入“3·16”文某强等 18 人涉
黑案 ，并作为第一公诉人主办 “9·11”肖
某勇等 24 人涉黑案，该案经渌口区法院
认定肖某勇犯组织、 领导黑社会性质组
织罪、聚众斗殴罪 、抢劫罪 、寻衅滋事罪
等 14 项罪名，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22 年，
剥夺政治权利 2 年，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
财产， 同案其他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
徒刑 10 年至 1 年 3 个月不等，该案已顺
利办结。 陈小玲作为渌口区检察院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的主力，工作成绩显著，今

年 4 月被省检察院评为全省检察机关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先进个人。

攻坚战中的优秀指挥员
扎实有效做好提前介入。 陈小玲领

导专案组 2018 年 10 月 9 日提前介入
“9·11”肖某勇等 24 人涉黑案，在案件汇
报会上， 对案情和提供的证据仔细分析
和精准判断， 将罪名寻衅滋事罪改为聚
众斗殴罪，紧抓案件本质。坚持对每一笔
事实精准定性的工作原则， 通过翻阅案
件材料，发现总结问题，针对每笔事实列
明侦查提纲， 向侦查机关提出侦查取证
建议 10 余条，为审查起诉奠定了坚实基
础。

依法规范推进审查起诉。 案件受理
以来，陈小玲领导专案组学习《关于办理
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
见 》、《关于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
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等文件和省内外案
例， 严格把握涉黑涉恶犯罪行为的四大
特征， 扎实提高办理涉黑涉恶案件专业
知识和能力。对案件的立案依据、强制措
施、延长手续、羁押期限、讯问同步录音
录像及其他证据的合法性进行严格审
查， 对在案证据及证实的内容开展单一
审查和综合审查， 分步骤及时就审查中
发现的问题多次与侦查机关研究讨论 ，
并以《提供法庭所需证据材料通知书》的
形式， 对需要补正和说明的问题开列清
单，要求侦查机关及时补正和说明，有效
推进案件快速办理。

精准指控优质结案。 庭审前，陈小玲
组织专案组认真审阅卷宗、提审被告人、
研究案情，分析案件事实和证据，制作庭
审预案，做好庭前各项准备。为提高庭审
效率，充分保障各被告人的权利，召开庭
前会议，控辩审三方就证据审查、证据展
示、庭审程序推进等事项达成一致意见。
庭审中，陈小玲作为第一公诉人，领导公
诉团队成员各尽其责，法庭讯问和举证、
质证环节展现公诉团队紧扣案情， 条理
清晰、逻辑得当，最终该院针对该案被告
人指控的 14 个罪名全部被法院认定，法
院对 24 名被告人均作出有罪判决。

办案新力量的良师益友
“9·11”肖某勇等 24 人涉黑案是省

检察院、省公安厅挂牌督办的大案要案，
陈小玲组建专案组，既挑选经验丰富、业
务能力强的精兵强将， 也选择了 3 名没
有大案要案办理经验的干警， 甚至大胆
起用新加入公诉部门的工作人员。 在办
案过程中，随时召开案件研讨会，专案组
成员充分发表意见， 特别鼓励和创造机
会让年轻的或办案经验较少的干警发表
意见和提出疑惑， 以案促学。 实行一对
一、手把手的传帮带模式，在实战中传授
办案技能。

株洲市供销合作社:力促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推进综合改革,铺开乡村振兴新画卷

谱写扫黑除恶正气歌
———记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先进个人、株洲市渌口区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陈小玲

陈小玲。

供销合作社助力乡村产业发展。

近年来，株洲市供销合作社全面推进综合改革，主动围绕服务乡村振兴，积极寻求为农服务途径，着力提升系统治理
能力和为农服务能力，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作出了相应贡献，用心用情谱写株洲乡村振兴新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