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5月9日讯 （记者 向国生
廖声田 通讯员 黎治国）赏红色故里
游，品绿色休闲游，尝生态探险游，体
民俗风情游……连日来，桑植县境内
外地牌照的自驾游川流不息。作为张
家界的“后花园”，桑植多彩旅游吸引
着大批外地游客鱼贯而入，体验远离
城市喧嚣的“神仙日子”。

在被誉为“物种基因库 ”的天平
山， 游客或信步漫游秀丽清幽峡谷，
或登高俯瞰翠浪接天林海，呼吸着清
新的负氧离子，尽情享受大自然的惬
意。来自常德的李正第一次走进原始
次生林， 禁不住吼上新学的山歌：桑
植是个好地方呃， 山是万宝山呢，人

是活神仙……
走进贺龙纪念馆，游客被元帅的

精神和气魄所震撼， 纷纷掏出相机，
将记忆定格。 踏进柳阳溪乡村旅游度
假村，香飘四溢的土鸡汤、肥而不腻
的老腊肉……一道道原生态美食端
上桌，让游客大饱口福。随后，《马桑树
儿搭灯台》、《四季花儿开》等经典桑植
民歌唱起来，白族仗鼓、土家摆手等民
族舞蹈跳起来，让游客雀跃不已。

“借助红色故里 、绿色生态和民
歌海洋，打造多彩旅游，建设张家界
旅游新区。 ”桑植县委常委、常务副县
长金则胤介绍， 全县有八大公山、九
天洞 、贺龙故居 、芙蓉恐龙 、溇水风
光、桑植民歌等六大旅游品牌，吸引
游客纷至沓来。 仅今年“五一”小长
假， 全县共接待游客2.21万人次，同
比增长12.5%， 旅游综合收入725万
元，同比增长22%。

一手造林 一手护林
双峰“森林绿化”
行动扮靓城乡
本报5月9日讯 （通讯员 王玖华

谢文胜）双峰县深入开展“森林绿化”
攻坚行动，一手抓造林，一手抓护林。
去冬今春，该县植树580多万株 ，造林
4.56万亩，超额完成省、市下达的造林
生产任务。

双峰县大力实施 “生态立县 ”战
略，县政府与16个乡镇、3个国有林场、
1个经开区分别签订森林资源目标责
任状，严格实行封山育林制度，依法依
规采伐林木，坚守林木采伐“红线”，坚
决杜绝超计划、 超限额等乱砍滥伐现
象。 同时，严厉打击破坏森林和野生植
物资源案件。

为确保林区安全，全县建立30个专
业灭火队伍， 先后购置价值130多万元
的打火帚、风力灭火机等灭火工具及设
备，统一为专业扑火队员配备先进的灭
火装备。 今年以来，全县森林火灾同比
减少25.8%，有效巩固了森林绿化成果。

本报5月9日讯（通讯员 吴湘杰）
宁乡农村商业银行创新品种、优化服
务，发力支持实体经济。 截至3月末，
该行各类贷款余额达64亿元，占县域
内金融机构贷款总额的36％。

宁乡农商行将中小微企业作为
重点经营领域和重点扶持对象，确保
中小微企业的贷款增幅高于各项贷
款总量的增幅，并对中小微企业实行
规模倾斜、优先放贷，实施评级授信
优先、信贷规模优先、审批程序优先、
贷款利率优惠的“四优”措施。今年一

季度，该行新增帮扶企业19家，新增
贷款余额4.3亿元。

对于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的
农产品深加工企业、 先进装备制造、
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新兴产业和担
负城乡产品集散交易功能的商贸企
业，宁乡农商行给予重点授信。 今年

初，该行了解到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需要贷款后，信贷人员主动帮助企
业合理安排贷款额度、 贷款期限、还
款计划、还款方式，减轻企业还款压
力和财务负担。 在宁乡农商行支持
下， 一大批中小微企业不断发展壮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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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小到中雨转多云 21℃～27℃
湘潭市 小到中雨转多云 22℃～29℃

张家界 阴转多云 20℃～29℃
吉首市 阴转多云 21℃～30℃
岳阳市 阵雨转多云 20℃～26℃

常德市 多云 20℃～28℃
益阳市 阵雨转多云 22℃～28℃

怀化市 小雨转阴 21℃～28℃
娄底市 小到中雨转多云 22℃～27℃

衡阳市 中雨 23℃～30℃
郴州市 中雨 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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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 阵雨转多云 21℃～28℃
永州市 雷阵雨转中雨 22℃～27℃

6
长沙市
今天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转阴天，
明天阴天间多云
南风 ２～３ 级 21℃～26℃

本报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刘炳炎

“她是一朵向日葵，每天围着群众
转， 好事做了一大堆， 从来一点不作
声。 ”群众这样称赞醴陵市公安局来龙
门派出所社区民警刘欢。

今年38岁的刘欢， 先后担任醴陵
市珊田、四塘社区民警。 最近，她被评
为株洲市十佳社区民警。

在她心里，群众是太阳
“1月14日，拂晓，我轻轻放下怀里

熟睡的爱儿，穿上制服，往四塘社区横
冲里小区赶去。 我要第一个告诉这里
的居民：今天，路灯终于要装上了……
晚上7时，路灯亮了，在居民的欢笑声
中，我踏上了回家的路。 ”

这是刘欢一篇社区警务日记，里
面记述了她帮小区安装路灯的事。 路
灯虽然不在警务范围， 但她说：“群众
利益无小事，民生就是最大的警务。 ”

横冲里小区在醴陵火车站附近一
个山坳上。近日，记者循着刘欢的足迹
到小区采访， 陡峭的水泥路旁高悬着
一盏盏路灯， 犹如一只只展翅飞翔的
天鹅。在居民联组组长刘玉梅家，刘欢
和居民们聊得起劲， 她正和大家谈论
如何响应市委号召， 组建 “人人学雷
锋、共创文明城”小区志愿服务队，建
设“美丽小区、幸福家园”的事。

记者问刘欢， 志愿服务、 文明创
建，这也是社区民警的事吗？刘欢笑着
说，做好社区警务工作，得有一个好的
群众基础，但凡与群众有关的事，无论
大事小事，社区民警都马虎不得。在她
心里，群众就是太阳。

提起装路灯的事， 在场居民告诉
记者， 刘欢去年底在小区走访时了解
到，小区没路灯，晚上出门不便。 刘欢
组织居民联名写信向市建部门提出申
请，还隔三差五跑去汇报。 最终，市建
部门表示， 横冲里路灯安装本不在其
计划内， 但既然一个社区民警都这么

热心，他们更没理由推脱。
特意赶来的四塘社区党支部书记

李红霞，直夸刘欢是一个有责任感、能
干成事的好民警，她在哪里“发力”，哪
里就会“发光”。 的确，以前在珊田社
区，刘欢力抓珊田村治保，珊田村被评
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 全省治安模
范村。 去年调来四塘社区， 她不负众
望， 该社区的世纪花园小区经她重点
整治，今年2月被评为全省文明小区。

在群众眼里，她是亲人
一个温暖的眼神、 一句贴心的话

语、一声亲切的问候、一点力所能及的
帮助，都是通向心灵的桥梁。刘欢深有
感触地说，多给群众一些阳光，社区警
务工作也会充满阳光。

“我是前世修来的福，老天给我送
来个好闺女。 ”珊田社区上洲村孤寡老
人程碧英对刘欢特别感激。 老人患有
严重风湿病， 孤苦伶仃住在一个山坡
上，靠低保度日。刘欢第一次上门看望

老人时， 听说她家里有线电视信号没
了， 当即到市广电网络公司为老人补
缴了130元收视费。公司被她的行为所
打动，决定减免老人当年的收视费。

近些年来， 刘欢还一直照料马脑
村独身老人阳世杰等10多位老人，给
他们送菜买药做家务， 还陪他们拉家
常。 在这些老人眼里， 刘欢胜过了亲
人。

为方便群众办事，刘欢每天8时准
时到社区警务室上班，接待群众约1小
时后，便带着一个挎包走家串户，包里
装的是一本厚厚的社情民意记录本。
刘欢的手机24小时开机， 随时接听群
众打来的电话， 热心帮助遇到困难的
群众。

几年下来， 社区家家户户留下了
刘欢的足迹，也都有了她的联系卡。刘
欢还建了一套社区警务民情档案，详
细记录社区各联组组长的通联信息，
以及各宾馆、茶楼、网吧等特种行业与
公共场所的具体情况，还有外来租户、

特困家庭、工作对象、监督对象、流动
人口的动态资料。

无论是困难群众，还是失足人员，
刘欢认为他们都是需要帮助的人，要
用一颗仁爱之心去帮扶他们。 东岸村
的钟友香患有多种疾病， 家庭生活困
难。 刘欢凑了2000元送去，并发动爱心
救助活动 ，募得1.4万元 ，帮钟友香渡
过了难关。

作为民警， 刘欢还十分关心失足
人员。她认为，多接触、多了解、多帮助
他们，有利于他们告别过去，开始新的
生活。 4年多来，她帮助10多名“两劳”
释放人员解决了就业问题， 使他们自
食其力，重归社会。

在同事心里，她是标杆
“更无柳絮因风起，惟有葵花向日

倾。 ”这是刘欢最喜爱的一句诗，她将
它工整地写在社区警务民情日记本
上。 她说，葵花向着太阳开，而所里早
就在她心里种下了“太阳”的种子。

此话不假。 记者在醴陵市公安局
来龙门派出所会议室看到， 其南面墙
上大写着“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而东
西墙上还配以“珍惜警察职业、把握美
好人生”等警句。 “太阳”的种子，就是
在这里种下的。

成立于2002年的来龙门派出所 ，
是全国一级派出所， 也是全省示范派
出所，现有民警31人，尽管不到全市公
安队伍总人数的十五分之一， 但接处
警却占全市总量的三分之一。 所长阎
恕鹃告诉记者， 他们从树立正确价值
观、增强法治意识、培养群众感情等方
面入手，着力提升队伍素质，提高公安
工作效能，让人民群众满意。

植根于这种底蕴深厚的警察文化
土壤中， 刘欢成长为一个与群众贴得
特别近的社区民警。 她做的很多鲜为
人知的好事， 直到去年调到四塘社区
后，常有珊田社区的群众过来看她，被
四塘社区党支部书记李红霞问起，她
的一些事才传开。

我是雷锋家乡人“她是一朵向日葵”
———记醴陵社区民警刘欢

“向日葵”警花刘欢（右）上门走访社区老人。 本报记者 李文峰 摄

湘阴“控水拍门”
节水有方

本报 5月 9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梁军 戚旭明）5月8日， 湘阴县
石塘乡新农村村民杨德义轻轻一提衬
砌渠上的“控水拍门”，水就哗哗流进了
早稻田里。 杨德义告诉记者：“这种‘拍
门’，是我们的‘管水老倌’，很方便。 ”

湘阴县2011年度的农业综合开发
项目涉及石塘、六塘2个乡镇5个村，去
年6月开始勘测设计，严格规定路、沟、
渠标准。 县农开办授权开发 “控水拍
门”，由本县一名水利人员设计 ，采用
高密度钢丝网水泥铸造。 产品目前已
获得国家专利。 目前项目区已推广使
用“控水拍门”2000多个。 县农开办主
任余坚凯称 ：“最大的特点是造价便
宜，耐冲击，维护方便，不易盗走。 ”

石塘乡月湾村以前由于渠系不
通，村民种田要用的水上不来；渍水时
水排不出去。 列入农业开发项目村后，
全村改造低产田2600亩， 开挖疏浚渠
道2.41公里，衬砌渠道6.47公里。 每户
群众的农田渠系相连，进出水都由“控
水拍门”控制。 “一滴水都不会浪费。 ”
该村村主任甘树云称赞。

本报5月9日讯 （通讯员 吴涛
吴奇智 记者 黄纯芳 ）“感谢人民
警察，上门帮我解决困难！ ”近日，
宜章县浆水乡90岁的胡金梅，从民
警手中接过帮他补办的身份证和
户口手续。 这是宜章县公安局强化
作风建设、开展爱民实践活动的一
个缩影。

近年来, 宜章县公安局以强化
班子建设、作风建设和管理教育为
抓手，坚持政治建警、素质强警、科
学用警、从严治警和从优待警相结
合 ，全面提升队伍执法水平 ，收到
显著效果。 2011年4月至10月,该局
针对影响公正执法、涉案财物管理
混乱、纪律作风松弛、涉黑护恶、涉
黄涉赌涉毒 、以权谋利等 ，开展集

中教育整顿活动。 今年2月以来，又
针对精神不振 、政令不畅 、纪律不
严 、工作不实等 ，开展作风大整顿
活动和涉酒涉赌涉枪涉车涉毒“五
涉”专项整治。 在此基础上，该局大
力开展爱民实践活动，积极构建和
谐警民关系，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
难。 2011年以来，全局组织民警深
入学校、乡村、社区、家庭调查走访
1万多人次，结成帮扶对子14对，慰
问困难群众26户， 捐赠财物价值6
万多元。

作风建设常抓不懈，换来的是
队伍建设的新气象、新面貌和新成
效。2011年,宜章县公安局打黑除恶
成绩在郴州市排第一，清网行动追
回逃犯达93%，实现了命案全破。

从严治警常抓不懈
宜章县公安局强化作风建设

本报5月9日讯 （记者 黄纯芳
通讯员 张娇美）5月8日，长沙市望
城区格塘镇党委、镇政府负责人通
过网格化管理新模式，了解到该镇
凌冲村村民邓光辉身患罕见胸腹
主动脉血管瘤且负债多，他们带头
捐款， 共募捐13万余元救助款，解
了邓光辉的燃眉之急。 这是该镇开
展“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活动
的一个缩影。

去年以来，格塘镇创新社会管
理，探索出“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
务”新模式。 以党小组为单位，全镇
共划分为50个网格 ， 逐户登记信

息 ，分门别类录入信息库 ，及时动
态更新，形成镇、村、组全覆盖的信
息网络。 去年9月，该镇杨家山村村
民程某因犯盗窃罪被判2年徒刑 ，
他却趁着狱警带他外出就医的空
隙脱逃，潜回格塘老家。 他刚回到
家，便被发现并举报。 村治安主任
程学斌得到消息后 ， 立即赶往程
家，劝程某主动到当地派出所投案
自首。

网格化管理运行一年多来，该
镇受理群众矛盾纠纷及各类诉求80
余件，代办便民服务26起，及时办结
率和办结满意率分别达98%和96%。

网格化管理 精细化服务

格塘镇创新社会管理

本报5月9日讯 （邓明 白培生
李秉钧 夏太鹏 刘大欣） 近日，桂
阳县城关镇北关社区农械新村公
路沿线绿化工程竣工。 社区居民刘
国雄高兴地说，社区党员承诺要搞
好公路绿化等，没想到他们说到做
到。据了解，今年，桂阳县有2.5万余
名党员干部，向群众公开承诺办实
事。

随着创先争优活动深入开展，
桂阳把公开承诺作为推动党员干
部为民办实事的重要举措来抓，要

求结合自身岗位情况进行承诺，并
细化目标任务， 明确办结时限，增
强承诺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县里建
立诺言兑现通报制度，并成立履诺
督查小组，对党员干部履行诺言情
况进行跟踪督查，促进诺言兑现。

桂阳县广大党员干部纷纷作
出公开承诺，掀起全县新一轮服务
发展热潮。 目前，全县进行公开承
诺的党员干部已结对帮扶3000余
人次 ，解决群众关心的热点 、难点
问题1.6万余个。

桂阳党员公开承诺办实事
结队帮扶3000余人次

本报5月9日讯（通讯员 田春林
杨红英）笔者日前从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学校食堂量化分级管理
暨示范食堂创建动员会上了解到，
该州将全面实施学校食堂量化分
级管理 ，按照监督检查结果 ，将学
校食堂划分为优秀、良好、一般3个
等级，并进行等级公示。

该州现有学校食堂896个，其中，
中学食堂187个， 小学食堂419个，幼
儿园食堂290个。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
食堂食品安全管理， 提高监管效能
和水平， 该州将分期分批开展学校
食堂餐饮安全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工
作，并于今年年底前全面完成。

据了解，量化分级评定项目主

要包括许可管理 、人员管理 、场所
环境、设施设备、采购贮存、加工制
作、清洗消毒等内容。 评定等级分
为动态等级和年度等级。 动态等级
为监管部门对学校食堂食品安全
管理状况每次监督检查结果的评
价，分为优秀、良好、一般三个等级。
动态等级评定结果将在监督检查后
15个工作日内公示， 并将作为学校
食品安全监管信用信息进行管理。
年度等级为监管部门对学校食堂过
去12个月内动态等级评定结果进行
的综合评价，也分为优秀、良好、一
般三个等级。 等级评定结果将制作
成公示牌，悬挂、张贴在学校食堂门
口、大厅等显著位置。

自治州实施
学校食堂量化分级管理

元帅故里 民歌之乡

多彩桑植吸引游客眼球

对中小微企业实行规模倾斜、优先放贷

宁乡农商行发力实体经济

5月8日是
第65个 “世界
红十字日”。岳
阳市举行 “关
爱他人、 关爱
社会、 关爱自
然” 志愿服务
活 动 启 动 仪
式，近800名志
愿者参加了无
偿献血。
李敏 周姣姣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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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中，徐守盛指出，统筹城乡

发展，是扩大内需、改善城乡环境的
现实途径，是老百姓的强烈愿望。攸
县的城乡统筹以环境同治为切入
点，有实效、可推广，得到老百姓的
真心拥护， 探索了一条具有自身特
色的城乡统筹发展路子。下一步，要
认真总结攸县经验， 在创新上下更
大功夫， 把统筹城乡发展与推进新
型工业化结合起来抓。 紧紧抓住建
立长效机制这个关键， 坚持靠制度
来管理，靠法律来规范，研究和发现
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加快
推动全省城乡统筹协调发展。

“坚持重点工程重点保、
重点抓、重点上”

徐守盛一行还先后到大唐华
银攸县煤电一体化项目、攸县远大
干法水泥项目建设现场考察。 在煤
电一体化项目施工现场，徐守盛详
细询问项目进度 、 资金保障等情

况。 他叮嘱，今年我省降雨正常，能
源供应情况有所改观。 但湖南一次
性能源缺乏的现实并没有改变，不
能为季节性 、 阶段性的变化所左
右 ，要坚持重点工程重点保 、重点
抓、重点上。 要进一步加强调度、协
调 ，全力做好配套工作 ，确保工程
进度，确保质量和安全。

在攸县远大水泥有限公司，徐
守盛了解到该项目采用窑外分解
新型全自动化生产工艺，利用当地
丰富的石灰石资源和铁尾矿、煤矸
石等废料生产水泥，年利用废料达
100多万吨。 徐守盛要求，产业发展
要与当地资源紧密结合起来，与城
乡环境同治紧密结合起来，严格按
照国家标准建设和营运，真正成为
循环经济示范项目。

调研中，徐守盛还考察了攸县
市政建设、市场发展等情况。

省政府秘书长戴道晋，省直相
关部门及株洲市主要负责人参加
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