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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多云转雷阵雨 13℃～21℃
湘潭市 多云转雷阵雨 11℃～20℃

张家界 多云转小到中雨 11℃～18℃
吉首市 阵雨转中雨 11℃～17℃
岳阳市 阴转小到中雨 12℃～16℃

常德市 雷阵雨转小雨 11℃～20℃
益阳市 多云转雷阵雨 13℃～19℃

怀化市 雷阵雨转中雨 12℃～17℃
娄底市 多云转阵雨 12℃～20℃

衡阳市 多云转阵雨 13℃～21℃
郴州市 阴转多云 13℃～26℃

市州新闻

株洲市 多云转雷阵雨 15℃～22℃
永州市 多云转雷阵雨 14℃～25℃

7
长沙市
今天，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阴天有小到
中等阵雨或雷阵雨 南风 ２~3 级 12℃～20℃

２０13年3月19日 星期二
通讯员新闻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

本报3月 18日讯 （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廖蔚佳 蒋百稳）近日，醴陵市
高级农艺师钟循芳来到该市清水江
乡， 为这里的100多种粮大户现场解
答早稻集中育秧问题。 种粮大户谢佳
运高兴地说：“有农技人员指导， 不愁
粮食种不好。”

据了解， 醴陵市粮食生产已实现
“九连增”， 并连续4年被评为全国粮食
生产先进市。今年初，该市提出了“三提

两增一稳”的新目标，即提升农业综合
实力、 农村生产水平和农民幸福指数，
实现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和农村稳定。
为此，市里开展“千名干部进农家、排忧
解难促发展”活动，从3月中旬至4月底，
全市农口系统13家单位的1200多名干
部职工走村入户，宣传党的政策，开展
民情调查，并切实帮助农民解决生产生
活中遇到的困难。

醴陵市农办负责人介绍， 活动期

间， 市农业部门将重点指导农民开展
土地流转， 解决春耕生产中的实际困
难； 水利部门主要负责指导灌溉渠沟
清淤； 林业部门指导农民做好林地流
转、森林防火工作；畜牧部门做好春季
防疫。此外，参加活动的干部职工每人
须组织农民座谈不少于3次，走访农户
不少于30户， 开展调研不少于3次，撰
写调研报告或经验材料1篇以上。同
时，积极引导农民调整产业结构，发展

特色农业， 为农民提供多方面信息和
技术服务。

西山街道滴水井村是醴陵市双
季稻示范长廊重要区段，街道党工委
书记程高翔来到该村，指导建立耕地
流转服务站，将全村500多亩水田统
一流转，交由种粮大户经营，通过“以
奖代补”，每亩补贴种粮大户250元。
目前， 该村4个早稻集中育秧基地已
落实。

本报3月18日讯 （记者 邓明 李秉钧
通讯员 朱若葵 曹碧波）3月， 葡萄刚
长出芽苞， 郴州市苏仙区良田镇两湾
洞村种植的“良田葡萄”就被深圳客商
订购了200亩。村民段令武告诉记者。
去年， 他家种的10多亩葡萄也是被深
圳客商抢购一空，自己都没吃上几颗。

良田镇曾是苏仙区工业强镇，嘉
玛服饰、一辉手袋、富华食品等20多个
工业项目在这里安家落户，“良田制
造”名动一方。然而，大部分产品科技

含量不高、附加值低，发展后劲不足，
“良田制造”一度陷入低迷状态。近几
年，为重振“良田制造”雄风，该镇改变
以往单一产业结构，注重“工农并举”。
通过土地流转，形成了总面积达8万多
亩的“良田优质稻”、“良田花卉”、“良
田茶油”、“良田葡萄”、“良田高山菊”
等7个“良”字品牌，年产值达2亿多元。
良田高山菊种植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志
华说，镇里帮他们流转4000亩土地种
高山菊，不仅给企业带来6000多万元

年收入， 还解决当地300多农民就业，
并带动农民种菊4000多亩。

同时， 良田镇力促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借助“良田水泥”品牌，引进南方
建材等战略投资者， 对水泥企业进行
技改。并引进中联重科、青岛美隆等，
新建年产100万立方米干粉砂浆
等项目，使镇里建材产业年产值
迅速增加到10多亿元。该镇还积
极承接产业转移， 建设3平方公
里工业园， 引进了帝旭铸造、八

达玻璃、泰安智能立体车库、富森加工
等企业。目前，全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达13家。“良田制造”再度崛起，推动了
当地经济发展。去年，良田镇实现GDP
近20亿元，完成财政收入7117.3万元，
跻身郴州市“十强经济乡镇”。

本报记者 廖声田 通讯员 罗振齐

“这比‘农业学大寨’时的规模还要大，质量还要高。”3月15日，天朗气
清，在张家界市永定区枫香岗乡龙盘岗村，狐狸峪山塘加固工程正热火朝天，
69岁的退休老支书陈德平也不闲着，积极参与山塘草皮护坡，在他眼里，“小
农水”建设规模可谓“平生罕见”。

永定区是全国小农水项目建设重点县，“小农水” 项目于去年11月开
始施工，总投资2555万元，覆盖枫香岗、后坪2个乡镇16个村，可新增2.05
万亩旱涝保收的高标准农田。

当了30多年的村干部， 老支书对村里了如指掌， 回想上世纪六七十年
代，村里修建山塘和灌渠，全靠人工挑土搬运，场面壮观。40多年过去了，一
直没有得到整修，山塘垮塌堵塞不能蓄水排灌，渠道杂草丛生、淤塞不畅成了
摆设，十里八村都流传着“有女莫嫁龙盘岗，包谷红薯当口粮”的民谣。

“前面的田成灾，后面的田干死。”老支书说，土沟里的水还没有流进田
里就消失了，全村2200亩良田有80%的一直种植包谷、红薯和水果。

“现在好了，水既不浪费，排灌又方便，大家都合计着今年改种水稻了。”
穿行乡村田野，只见一条条新建的渠道蜿蜒田间，一座座加固的山塘静卧山
林。塔上渠道是刚刚完工的项目，整修土沟200米、新建渠道500米，40×50
公分的高标准水泥渠道纵横交错，汩汩清流奔向田间。老支书告诉记者，为赶
上春耕农忙，工程监理人员日夜蹲守，在现场严把进度、质量关。

而在大屋至田家院的650米渠道施工现场，30多个工人正挥汗如雨
修筑沟渠。老支书介绍，这条渠道灌溉受益约500多亩，以前为了抢水灌
溉，村民常常守通宵，扯皮打架时有发生，如今再也不愁了。

永定区水利工程建设管理站负责人罗国祥介绍， 以打造惠民利民精品
工程为目标，“小农水”工期5个月，计划改造
防渗渠道96.15公里，整修山塘41口，加固排
洪沟渠1.96公里，预计在3月底全面竣工。

当好志愿者
学校给学分
本报3月18日讯 （通讯员 黄三平

记者 周怀立）将志愿服务纳入选修
项目， 参加志愿服务活动并取得一
定实绩的学生可申报学分， 这是株
洲职业技术学院为提升学生综合素
质进行的新探索。到今年3月，该校
已有100名学生志愿者拿到了学
分。

从2011级高职学生开始，株洲
职院要求学生综合素质学分修满
18分才能毕业，志愿服务是综合素
质选修项目之一。 学院根据学生志
愿服务表现，每年评选出“优秀志愿
者”和“合格志愿者”，给予相应学
分。在学院引导下，全校现有注册志
愿者4434人。

1年多来，学院几乎所有学生在
校期间都参与过志愿活动， 在活动
中理解了公共责任， 养成了良好行
为习惯。 该院大二学生邓福娟去年
被评为“合格志愿者”，修满了学分。
她坦言，学分修满了，志愿活动不会
停止。

记者在基层

老支书眼里的“小农水”千名干部进农家解难醴陵市

“良田制造”再度崛起苏仙区

本报3月18日讯 （记者 张湘
河 通讯员 石林荣 龙群峰 林彬）
为了重现《边城》小说里茶峒古镇
的情景和人文风情， 花垣县已着
手筹资2.8亿元 ， 打造“书里边
城”。 3月18日， 湘西边城风情小
镇旅游开发公司工作人员开始进
行实物调查摸底。

据悉， “书里边城” 景区规划
面积为6平方公里， 景点建设将在
今年10月前完成。 届时， 白塔人
家、 水车、 碾房、 古官道等将一一
展现， 加上此前已有的翠翠岛、
拉拉渡等景点， 沈从文名著 《边
城》 中的美景将成为现实中的一
幅水墨丹青。

2.8亿元打造“书里边城”

3月15日 ， 花
垣 县 中小学 生 苗
鼓 队 的 女 生 在 表
演 苗 族 鼓 舞 。 近
年 来 ， 该 县 大 力
传 承 苗 族 文 化 ，
一 大 批 中小 学 生
学会了苗族鼓舞 、
绺巾舞等技艺。

张耀成 吴红艳
摄影报道

永州公安首创“110直播室”
本报3月18日讯（记者 荆彩 刘跃兵）今天，由永州市公安局和芒果

radio联合主办的“110直播室”正式开播。据了解，“110直播室”整合了永
州市公安机关110、122、119三个报警台的接处警信息资源， 这在全省公
安机关中为首创。

“110直播室”采取现场连线方式，第一时间发布警方权威信息。此外，
直播室还即时发布公安资讯和便民举措， 配合交通管理部门发布交通管
制、疏导和交通整治信息。为方便群众查询交通违章信息，永州市公安局
在网络查询基础上，增加了电话查询及固定终端机查询。市民可直接致电

“110直播室”报个人身份证号查询或持二代身份证到固定终端机查询。永
州市公安局已在全市各县（区）安装了50台终端机。“110直播室”设有《路
况信息》、《948抢先报》、《帮您查违章》、《法理人生》、《警民热线》 等栏目，
进一步加强公安机关与人民群众的沟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