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向国生

进入三九天以来，宋小兵心
里打了鼓：这场和老天爷打的赌
怕会输 ？因此 ，他每天最爱做的
事就是拨打 “96121”，听天气预
报。一听到有好天气 ，就眉飞色
舞 、手舞足蹈 ，老婆经常用手摸
他的额头：没发烧呀？

宋小兵， 是张家界市永定区
桥头乡长岭岗村的群众2011年选
上来的村主任，他为天气着魔，是
因为眼前正在进行硬化施工的村
道。而提到路，全村的人都心酸。
长岭岗位于永定、桑植、武陵源3
区县交界的高山上， 祖祖辈辈就
是因为没有路，肩挑背负，生活贫
穷， 苦不堪言。 宋小兵作了个统
计， 到2012年，980多人的村尚有
37位“光棍”，全村的人均收入还
不到2000元。因为没有计划，长岭
岗进村还有2公里的泥土烂路没
有硬化。村里的贫困，引起了区委
领导的高度关注，2012年8月3日，
区委书记刘泽友上了山，从低保、
危房改造、村部修建、道路硬化几
个方面表了硬态，要求部门支持，
并开出了督办时间表。

为了路， 宋小兵费尽了心血。

在没有一分钱的情况下，他自己掏
腰包，请来了挖机师傅，扩宽路基、
平整路面。路基平整好了，终于可
以硬化了， 可是天气又不行了。请
了几个专业施工队， 人家都嫌价
低、路远、施工条件不好，拒绝了。

不服输的宋小兵决定和老天
爷打一赌，发动群众自己干，他的
想法得到了全村人的拥护。 可是
按规定， 硬化路面交通局是不能
先支付工程款的，于是，他从朋友
那里花2厘的利息借来了40万元，
并请来了在城里当老板的堂兄回
来帮他管理。 乡党委书记孙劲峰
帮他们联系了专业的施工技术班
子、租来了专业施工设备。开工那
天， 全村老少30多人扛着锄头来
做义务工。10多天里，路修到谁家
门前，送水的送水、送橘子的送橘
子，像劳军一样热闹。

1月15日，2公里的路终于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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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小雨 3℃～10℃
湘潭市 小雨 3℃～ 6℃

张家界 雨夹雪 2℃～5℃
吉首市 小雨 3℃～6℃
岳阳市 中雨 1℃～5℃

常德市 小雨 1℃～4℃
益阳市 小雨 3℃～5℃

怀化市 中雨转小雨 3℃～6℃
娄底市 小雨 4℃～8℃

衡阳市 小雨 5℃～10℃
郴州市 小雨 6℃～14℃

市州新闻

株洲市 小雨 3℃～ 8℃
永州市 小雨 5℃～11℃

6
长沙市
今天到明天，阴天有小雨
北风 ２ 级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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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20日讯 （记者 邓明 白培
生 通讯员 何光红）1月14日，嘉禾县珠
泉镇金田社区居民李德发、李水泉等老
人，不约而同来到社区居民养老服务中
心娱乐。去年，县里投资25万元，将金田
社区老办公楼改建成有棋牌室、 麻将
室、阅览室、健身中心的居民养老中心。

建居民养老服务中心 ， 是嘉禾县
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 去年， 该县先

后投入11.5亿元， 实施民生项目96个，
解决了一大批百姓最关心、 反映最迫
切的问题。

去年，嘉禾县把民生实事办理与创
先争优、 干部作风大整顿等结合起来，
由县主要领导亲自抓。在落实省及郴州
市民生项目 “规定动作 ”的同时 ，按照
“四个一”（惠及群众1000人以上、 承办
单位一个、实施年限一年、投资100万元

以上）原则，精选了一批自办项目，列入
“民生100工程”， 并将任务分解到各机
关单位和乡镇。为确保民生工程建设资
金，他们在用足用活国家政策、积极向
上级争取资金的基础上，加强部门筹措
和社会筹集力度，引导民间资金投入民
生工程。 当年采用BT （建设-移交）模
式，筹资2.5亿元用于桂嘉路提质改造。
并通过社会捐资和大户承包等方式，筹

资4000余万元用于城乡绿化。
嘉禾县还定期召开民生工程建设

协调会，及时了解建设进度和存在的问
题。对进度滞后的项目，由县主要领导
约谈承办单位主要负责人，督促其整改
落实。去年，全县开展民生工程专项督
查7次，下达县长督办卡6份，约谈5人，
96个民生项目全部提前完工，其中20个
超额完成任务。

本报1月20日讯 （记者 杨军 通讯
员 罗中华）1月14日， 记者来到位于桃
江县石牛江镇的金盛农业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年出栏生猪1.2万头的养猪场 ，
竟没有闻到一点难闻的气味。

据了解， 桃江县通过发展生猪适度
规模化养殖，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抗市场
风险能力，加快跳出“价高伤民，价贱伤
农”的“猪周期”怪圈。县畜牧局局长王石

军告诉记者，去年上半年猪肉价格低迷，
但全县养猪户仍人均增收170元，养猪收
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30%。

为推动生猪产业适度规模经营，形
成养殖小区，桃江县按国家有关政策，去
年共落实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建设项
目等方面资金1442.56万元。县里还从农
业产业引导资金、物价调节基金、科技3
项资金等资金中，按比例归集，用于支持

生猪规模养殖。 同时， 采取 “公司+农
户”、“公司+合作社+农户” 等合作经营
模式，把龙头企业、专业市场和养殖户联
结起来。 重点支持专业养殖户发展养猪
300头以上的适度规模养殖，实现畜
牧生产由分散向标准化、规模化、专
业化、集约化转变。目前，已在12个
乡镇建立生猪养殖小区15个， 发展
年出栏生猪1万头以上龙头企业5

家、养殖协会与专业合作社28家、养猪大
户3000多户， 全县生猪规模养殖比重从
2007年的51%提高到了68.5%。

重改善民生已投入11.5亿元

农民纯收入养猪贡献近3成

本报1月20日讯（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李娟芳 金代华
曾晓图）1月19日，怀化市鹤城区
首支 “雷锋快车 ”志愿者服务队
在该区城中街道办事处三角坪
社区成立。首批“雷锋快车”于当
天驶向鹤城大街小巷，为急需用
车的居民提供免费服务。

据鹤城区城中街道办事处
三角坪社区负责人介绍，此次共
有10人参加 “雷锋快车 ”志愿者

服务队。“雷锋快车”都由志愿者
用私家车，专为区内老弱幼病残
及急需帮助的居民无偿提供快
捷服务 。 区内居民如遇紧急情
况 ， 可拨打热线电话 ，“雷锋快
车” 志愿者会在第一时间赶到，
帮助老人就医、 送学生赶考等。
遇到打车难 ， 居民在路上看到
“雷锋快车” 只要招手，“雷锋快
车 ”就会停下来 ，把人送到目的
地。

本报1月20日讯 （记者 徐亚
平 通讯员 黄振）1月18日上午，
平江县在县城召开党政内网暨视
频会议系统全面运行会议，100多
名党政负责人和1000多名基层干
部在各自乡镇分会场通过视频形

式参加会议。至此，平江县正式成
为岳阳市首家开通党政内网和乡
镇视频会议系统的县（市）区。

通过此举，全县每年可节省
邮寄、纸张、通讯、交通、食宿等
费用达300多万元。

1月20日上午， 郴州市民在 “苏仙岭放歌” 活动中激情演出。 这一群众文化活动已举办
75场， 参与者达数十万人次。 黄建华 摄

鹤城“雷锋快车”免费服务

平江视频会议开到乡镇

醴陵公开评议96家单位

嘉禾

桃江

本报1月20日讯（记者 李文
峰 通讯员 陈晓军 程耿孺）1月
17日，醴陵市召开2012年度政风
行风民主评议暨市直机关职能
股室正职测评大会，对96家单位
政风行风和50名市直机关职能
股室正职进行公开测评。

测评由与会代表现场打分、
电脑当场计分排名，充分体现客
观公正 。结果 ，市统计局 、农业
局、信用联社分获各组别第1名。
市景区公司、国土资源局、电信
公司排名各组别倒数第一，其负
责人上台作整改表态发言。

敢和老天爷打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