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6月26日讯 （记者 黄纯芳
通讯员 廖玉荣） 记者从今天上午召
开的长沙市消防安全保卫战誓师大
会上获悉 ， 该市落实政府部门消防
工作职责 ， 逐级签订消防安全保卫
工作责任状 ， 确保全市不发生较大
以上亡人火灾 ， 坚决杜绝重特大尤
其是群死群伤火灾。

根据部署， 6月底前， 各区县市
制定落实消防安全检查方案 ， 督促
所属单位开展消防安全自查 ， 逐级
签订责任状 。 从 7月起 ， 每月推动
10%的街道、 乡镇完成网格化管理达
标建设任务 ， 并发动综治办 、 居
（村） 委会对网格内单位、 场所进行

排查， 每月排查30%的单位、 场所及
社区 、村庄 。7月底前 ，市 、县 “96119”
火灾隐患举报投诉中心全部建成；集
中公布一批查处的火灾隐患案例，发
动消防志愿者和群众进一步查找、举
报火灾隐患。8月底前，公安部门将会
同安监、发改、工信等部门，完成对在
用和在建石油库的专项检查，会同商
务、安监等部门，对加油、加气站点逐
一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依法查处
火灾隐患 、违法建设的加油 、加气站
点。7月至9月，在人员密集场所、高层
地下建筑、建设工程施工工地等场所
全面开展消防监督检查 ， 确保消防
安全。

古丈县古阳河水库开工
为自治州第一个烟草行业水源工程

本报6月26日讯 （记者 彭业忠 通
讯员 杨贞凤）今天上午9时28分，欢快的
苗鼓在小雨中激越地响起来， 湘西土家
族苗族自治州第一个烟草行业水源工
程———古丈县古阳河水库正式开工。

总投资为2亿元的古阳河水库，位于
古丈县古阳镇长潭村境内，在县城上游1
公里处，是一座以灌溉、防洪为主，兼供
水、 生态用水等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水
利枢纽工程， 控制流域面积124平方公
里 ，灌溉渠道总长10.62公里 ，设计灌溉
面积2.83万亩，其中宜烟面积约1.9万亩，
年可增产烟叶2.1万担，并可使县城的防
洪标准， 由目前5年一遇提高到20年一
遇。 该工程也是省政府确定的2012年11
个烟草补贴水源工程项目之一。

本报6月26日讯 （匡玉 颜红
刘蔚）光与影，默念大地的厚度；笔
与墨 ，对话资源的深度 ；水彩丹青
写意如画江山，艺术家共同品鉴文
化国土 。6月25日 ， 衡阳市莲湖广
场， 在一幅22米长卷上，11位书画
家共同泼墨挥毫，书写下对国土资
源工作的感受和美好祝愿。

为庆祝第22个全国土地日，近
日， 衡阳市国土资源局组织人员，
紧靠“土地与转变发展方式———建
设高标准基本农田、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这一主题，以书、画、文、影等
形式，向社会广泛宣传国土资源方
面的知识 ，让 “耕地保护 、人人有
责”等理念深入人心。

大河西先导区规划馆开馆一年
接待参观者15万人次

本报6月26日讯（郭丁文 陶小爱）记
者6月25日从大河西先导区规划馆获悉，
该馆自去年6月22日开馆一年来，已累计
接待参观的干部群众15万余人次， 成为
外界了解长沙市和先导区的重要窗口。

先导区规划展示馆是长沙市最大的
规划展示馆,今年3月份更新改造后，一楼
建设成就展分跨越发展、 和谐发展和两
型发展3个部分，主要展示长沙市和先导
区“十一五”以来取得的建设成就。二楼发
展规划展主要展示长沙市“十二五”发展
规划和梅溪湖、洋湖、滨江、大王山等先导
区重大片区建设规划。 展馆新增了长沙
地铁2号线模型、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
心设计方案多媒体展示等参与性强的项
目，与环幕4D影院———“长沙之梦”一道
成为市民了解长沙的重要窗口。

湘潭市福建商会成立
本报6月26日讯 （通讯员 李力华）

我省异地商会又添新军。 湖南省湘潭市
福建商会近日在湘潭成立。 在成立大会
上， 湘潭市福建商会与交通银行湘潭市
分行签约，交通银行为商会授信10亿元。

自2010年成立湖南省福建商会以
来，在湘福建商会得到快速发展。至此，
除益阳市福建商会正在筹备外， 我省其
他13个市州均已成立福建商会。

邵阳市 中雨转阵雨 24℃～29℃
湘潭市 阵雨转多云 25℃～30℃

张家界 大到暴雨转中到大雨 24℃～27℃
吉首市 大到暴雨转小到中雨 23℃～27℃
岳阳市 大到暴雨转小雨 23℃～27℃

常德市 大到暴雨转小到中雨 23℃～26℃
益阳市 大雨转阵雨 24℃～28℃

怀化市 多云转小雨 23℃～29℃
娄底市 多云 24℃～30℃

衡阳市 雷阵雨转阵雨 26℃～32℃
郴州市 阵雨转多云 2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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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26日讯（记者 徐亚平 通
讯员 徐典波 罗明飞 徐畅） 近日，岳
阳市城管局流动巡视的信息采集员用
智能手机， 拍下南湖广场附近一处窨
井盖丢失，通过“城管通”将问题上传
至监督指挥平台，10分钟内，市政维护
部门来人进行处理。 问题从发现到解
决，其过程不到半个小时。

为实现城市管理制度化 、 长效
化、 精细化， 去年8月 ， 岳阳市启动

“数字城管” 建设， 利用国土部门生
产的地图及其基础地理数据， 进行数
字城管基础数据采集， 对城区范围内
各类城市部件进行了普查建库， 将岳
阳楼区、 经开区及南湖风景区等3个
区， 划分万米单元网格3486个。 建立
了1个市级监督指挥中心、 3个区数字
化城市管理指挥中心。 建设了监督指
挥子系统、 基础数据管理子系统、 领
导移动督办、 GPS监控等20个子系统

和30个管理终端。 将 “系统” 部署在
政务外网， 将公安部门现有适合城管
的视频监控资源引入数字城管系统，
数百个摄像头分布在城市各个角落。
他们还开通了市民投诉热线； 在门户
网站设立了城市管理问题投诉栏等，
密切了市民与城管的联系。

该市创建了 “一级监督、 二级指
挥、三级考评、四级联动、分口处理”的
管理模式。 市监督指挥中心统一受理

各种城管问题，统一派遣。区级指挥中
心负责辖区城市管理的全方位、 全时
段监控。市对区、区对街道、街道对社
区进行长效监督考核， 四级同步抓城
管，既保证了监督有力、指挥顺畅，又
实现了管理到位、执行快捷。市城管局
长陈阁辉称，“数字城管” 彻底改变了
“问题发现慢、整改不到位、处理无结
果”的状况。

本报6月26日讯（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张景武 覃小欢 王纯一）仲夏
时节，走进“中国杨梅之乡”靖州苗族
侗族自治县， 见到的是一派喜人的丰
收景象：梅农摘梅、采梅，忙碌异常；游
客观梅、品梅，乐在其中；商贩收梅、销
梅，来往穿梭。据介绍，6月中旬以来，
该县杨梅日销量达30万公斤， 已接待
杨梅生态游游客2.3万余人。

靖州是全国杨梅主产区之一 ，靖
州杨梅享有“江南第一梅”的美誉。近

年来， 该县针对杨梅树品质出现退化
的趋势，组织林业专家进行普查，更新
品种，大力发展“乌梅”、“东魁”等优质
杨梅。目前，仅坳上镇木洞村就种植优
质杨梅上万亩，年产值过亿元。县里还
与北京航空育种科技开发中心合作，
实施太空育种工程，所育优质、高产、
高抗“太空杨梅”已挂果初产。

同时， 靖州大力发展杨梅精深加
工，拉长产业链。为解决杨梅鲜果难以
久贮的难题，近年来，他们采用现代科

技，结合传统工艺，招商引资成立了圣
仕佰诺、湖南红杨梅酒科技开发公司、
龙睛杨梅饮料厂等企业 ， 先后建成
6000吨杨梅果酒和4000吨果汁饮料生
产线，所产杨梅果酒、杨梅干、梅汁、梅
露、蜜饯、罐头等系列产品畅销国内市
场。同时，举办杨梅文化节，开展
杨梅生态游等活动，吸引大批游
客来其杨梅基地摘鲜果 、 品果
酒、看歌舞。

杨梅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已

成为靖州一大支柱产业， 也成了当地
农民增收致富的 “金果”。 据统计，目
前， 全县共有2万余农户种植杨梅5万
余亩，带动包装、运销、仓储、旅游等相
关产业快速发展， 每年为梅农带来收
入3.5亿元以上。

城管迈入数字化时代

杨梅成农民致富“金果”

衡阳书画家泼墨挥毫宣传国土知识

本报6月26日讯 （记者 左丹 刘
尚文）留守儿童渴望母亲的爱，学习
有困难的孩子渴望更多的关怀……
今天上午，长沙市芙蓉区教育局全新
开出“党员先锋义工号”专列，由近千
名党员组成的“爱心妈妈”义工团，结
对帮扶3000余名学生 ， 让那些生活
上、学习上有困难的孩子得到更多的
关心、爱护和帮助。

据悉， 芙蓉区教育局此次全新
开出的 “党员先锋义工号 ” 专列 ，
主要承载着 “红色教育讲解”、“园丁
驿站”、“家庭教育指导”、“蓝丝带课
外辅导”、“爱心妈妈” 等5大义工团
队。其中“红色教育讲解服务队”，利
用业余时间， 在博物馆为游客们进
行免费讲解导览等活动。 “园丁驿
站” 则是一个服务于教师心理健康
的志愿者团队 。 “家庭教育指导 ”

义工团队， 由近10位老教师组成，帮
助家长与自己的子女， 建立融洽、信
任的亲子关系等。“ 校外公益教育”
义工团，目前已有近100人，主要是调
动优质师资和教学资源， 采用免费
教育的形式， 让孩子们， 尤其是残
障、 贫困等特殊群体， 可以获得更
多的接受校外教育机会。 “爱心妈
妈” 义工团， 则主要由女教师组成，
帮助那些在生活上、 学习上有困难
的孩子 ， 使他们得到更多的关心 、
爱护和帮助， 从而更加健康、 快乐
地成长。 目前， 该局招募登记管理
的 “爱心妈妈 ” 有近1000名 ， 结队
帮扶学生3000余名 ， 并涌现出一大
批优秀的 “爱心妈妈”。 如用母爱温
暖了留守儿童心灵的东晖小学龙智
慧老师， 悉心呵护智障少年的大同
小学聂林老师等。

6月 25日 ， 郭文艳 （左一 ）
在长沙市开福区开福寺文化广场
领队练习广场舞。 以前， 长沙竹
山园社区妇女业余生活单调 。
2011年2月 ， 47岁的郭文艳成立
社区群众艺术团， 组织社区近40
名家庭主妇学习民族舞 、 广场
舞， 健康、 快乐生活。

本报记者 赵持 通讯员
胡静 摄影报道

说基层镜

长沙打响消防安全保卫战
坚决杜绝群死群伤火灾

近千“爱心妈妈”温暖孩子心灵
芙蓉区教育局启动党员“先锋义工号”专列

本报记者 段云行 贺威
通讯员 邱向明

500亩土地就像一幅动人画
卷 ，枇杷黄了 ，树下的鸡群欢快地
嬉戏 ；黑猪肥了 ，猪舍外的菊苣长
势繁茂； 湖中的湘鲤跃出水面，岸
上的李子随风轻摆 。连日来 ，新化
县炉观镇石溪村生态农场总经理
邹艺成和他的员工，又迎来了一批
批来自城里的观光客。

邹艺成，18岁从新化一中以优
异成绩考入北京装甲兵工程学院。
毕业后 ，用他自己的话说 “去了离
北京很远的地方”。1999年，邹艺成
从昆明14军某旅正连级转业。

浓眉大眼的邹艺成，一身西装
文雅大气，但言行中无不透着军人
气质。在山上 ，他对记者说 ：“转业
到地方后， 没要政府安排工作，在
广州、深圳开公司干得风生水起。”
事业有成 ，他却急流勇退 ，解甲归
田干起了特种养殖和生态农庄。

2007年 ， 邹艺成回到新化老
家 ，通过多方考察 ，选择了石溪村
500亩地， 投资500万元租赁30年，
开发高档农产品。邹艺成在地里种
上了杨梅、李子等果树，梅山黑猪、
跑山鸡也入住农场 。 通过几年努
力 ，终于实现了山中有果树 、树下

有鸡兔、栏中有猪、湖中有鱼、场中
有旅客的美好蓝图。

“我对部队很有感情 ，农场采
用半军事化管理，我去年请了60位
农民 ，其中有不少退伍兵 ，他们成
了8小时工作制的工人。”老邹情真
意切地说，“我上下班放军号，让人
想起步调一致的作风，好雄壮的声
音啊！”

邹艺成想出许多新招办农场，
他把猪场散建在每一座山腰，既利
于防疫 ，也方便处理粪便 。农场的
土质属 “黄皮石土 ”，大雨时会冲
走有机肥，他就叫人在地表挖坑拦
截 。农场不用农药化肥 ，不用除草
剂，消毒用石灰。仔鸡长到一个月，
走出育雏室变成跑山鸡，果树下是
它们的“体育场”，树上地下的虫子
就是它们的“点心”，玉米粉和菊苣
是它们的主食，鸡粪又成了树的肥
料。

“农场3千株李树 、近1万株杨
梅树挂果上市，去年出栏1万只鸡、
1000头猪 ，水果 、养殖业年收入超
过300万元。慢慢做大做强，我想朝
旅游观光 、餐饮 、会议接待方面发
展。”老邹的目光中，透出他对未来
的幸福憧憬……

攸县围绕民生解决腐败问题
本报6月26日讯 （通讯员 卿媛霞

记者 李文峰）记者近日从攸县纪检部门
了解到， 该县以落实党风廉政责任制为
契机，全面推行“问责问廉问效”制度，重
点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强
力推进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

近两年来 ， 攸县围绕 “廉租房 ”、
食品药品安全和中央 “扩内需” 政策措
施执行情况等民生工程， 扎实开展执法
监察； 围绕治理公路 “三乱”、 教育收
费、 医药改革、 农民减负、 农机购置补
贴、 退耕还林资金使用等， 开展纠风专
项检查； 围绕 “城乡同治” 等县里中心
工作与重点工程， 开展全程效能监察，
较好地推动了各项民生工程的实施。 县
纪检监察部门先后制发各项监察建议书
143份 ， 涉及121人 ， 其中组织处理16
人， 党纪政纪处分19人。

记者在基层

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

退伍军人的幸福农场
岳阳

靖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