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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阵雨转多云 13℃～23℃
湘潭市 多云 13℃～23℃

张家界 多云转晴 14℃～25℃
吉首市 多云 13℃～23℃
岳阳市 多云 15℃～23℃

常德市 多云 14℃～22℃
益阳市 多云 14℃～25℃

怀化市 多云 13℃～23℃
娄底市 多云 13℃～24℃

衡阳市 小雨转多云 14℃～23℃
郴州市 小到中雨转阵雨 15℃～19℃

株洲市 阴转多云 15℃～24℃
永州市 阵雨 14℃～21℃

长沙市
今天，多云，明天多云间晴天
北风 2~3 级 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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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2日讯 （记者 邹仪 唐善理
通讯员 艾志飞） 记者近日先后走访了永
州市梅湾小学、马坪学校、黎家坪镇明德
学校等一批城乡中小学校， 所到之处，见
到的都是绿树成荫的校园，高大宽敞的教
学楼，设备齐全的教室，整洁卫生的食堂，
标准规范的运动场……记者在永州市教
育局了解到，永州市近年来建成合格学校

433所，覆盖了全市80%以上的学生，义务
教育均衡发展迈上了新台阶。

近年来，永州市各级党委、政府把义
务教育合格学校建设作为为民办实事十
件大事和教育惠民重大工程来抓。 该市
将合格学校建设、 城区学位建设与学校
布局调整统筹整合， 科学制定农村义务
教育学校布局专项规划， 把合格学校建

设与城镇学位建设相结合， 突出一校一
特色。市、县两级将各部门和乡镇支持合
格学校建设纳入年度考核指标。2008年
以来，该市坚持财政投入为主，整合社会
捐助等资金，累计投入资金15.75亿元建
设合格学校。 同时， 全市先后补充的
3000多名优秀教师，85%以上优先安排
在合格学校。

合格学校建设带动了永州教育的大
发展。在合格学校建设中，大力推进课堂
教学改革，涌现出全省课堂教学改革样板
校4所。2008年至今，全市初中毕业学业考
试全科合格率增加了43个百分点。2012
年，永州市教育局在全省教育为民办实事
目标管理考评中排名第一，去年被省为民
办实事考核办评为“先进集体”。

有难必帮 有诉必果
武陵源不让游客受委屈

本报4月2日讯 （记者 尹超 通讯员 易善任 吴
勇兵）“不到10分钟就将我送到了医护站， 景区服务
真好。”3月27日，1名来自山东的老年游客激动地说，
原来，在天子山景区，他不慎扭伤了脚，正在景区的
区旅游质监所工作人员及时将他送到医护站。 这是
今年张家界市武陵源区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深入开展服务游客“有问必答，有难必帮，有诉
必果”专项活动的一个镜头。

建立党团员咨询服务台、党员先锋岗、党建驿站；编
印旅游服务指南、构建旅游投诉服务平台；全面实施智
慧景区建设；建设旅游官方网站、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
台……今年以来，该区从上述等18个方面入手，深入开
展服务游客“三必须”活动。

“不让游客受委屈。”主管旅游的副区长向绪杰
说话掷地有声。区旅游局在插旗峪口、专家村宾馆门
前、宝峰湖转盘、喻家嘴4个主要游客集散地设立咨
询服务台；在旅游官方网站、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开
通“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栏，实时为游客
提供便捷服务。同时，该区将全力打造“景区10分钟
应急救援救助圈”，组建景区服务流动小分队、开通
景区服务直通车， 确保快速安全救援和有效救治率
达100%；完善核心景区分时预约游览机制，缓解景
区排队拥堵难题。全面升级旅游投诉处理系统，确保
旅游投诉10分钟内赴现场处理； 建立完善旅游投诉
处理首问责任制和部门联动机制， 让旅游纠纷在第
一时间得到解决。

宁乡跻身“全国义务教育
基本均衡县”

本报4月2日讯 （王文隆 陶芳芳 陈伟民）近日，记者
从宁乡县教育局获悉，该县通过3年的努力，被国务院教育
督导委员会授予“全国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县”称号。

据了解，宁乡县着力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始于2010
年。经过几年的努力，该县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形成了独特
县域特色。抱团发展，特色鲜明。截至目前，该县建立了教
育均衡发展的五大教育联合体（即：乡镇域内联合体、城区
教育联合体、课改联合体、“三扶两促”联合体和特色校联
合体）。联合体内部形成了“统一管理、统一编制、统一教
学、统一财务、统一待遇、统一考核”等管理机制，抱团发展
带活了全局。校安工程，全国领先。截至2011年，该县累计
投入6.2亿元，成功改危44万余平方米，学校危房改造全面
完成。其经验在《人民日报》推介。教师引进，力度空前。三
年来，该县按照“定学校、点学科、定服务年限”的招聘方
式，完成934名教师招聘任务。教育改革，享誉全国。以德
育、高效课堂、特教课堂为主的改革成为三年来该县教育
最大的亮点。

涟源“小农水”建设热乡村
本报4月2日讯（通讯员 杨卫星 李纯 记者 贺威）3月

30日，记者走进涟源市金石镇双田村，村里的小农水设施
建设正热火朝天。村支书王攀桃说：“今年我们村小农水项
目将整修改造渠道4条，山塘防渗2口，项目竣工后，全村农
田灌溉将得到有效保证。”

涟源是全省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建设示范县市之一。
为了使“小农水”工程建得成、管得好、长受益，该市结合基
层水利服务体系改革建设，在管护机制上制定了责、权明
晰的管护制度及管理办法。创新经管机制，实现有偿供水，
项目区成立了农民用水户协会，工程竣工验收后全部移交
用水户协会及用水组织管理，加强工程建后管护，保障了
项目区水利工程的良性运行。

小农水项目实施以来， 涟源市已改善灌溉面积1.93万
亩， 新增和恢复灌溉面积1.26万亩，2013年项目累计完成
投资4305.3万元。目前，涟源市投入25支施工队伍共310多
人，正在4个乡镇项目区紧张有序地施工。

通讯员 毕芳 王明义

近日，临澧县杨板乡和平村茶
园组残疾老人王克勤的重残救助
费落实了。

今年63岁的王克勤，早年不幸
患上了右下肢巨细胞瘤，如不及时
行右下肢全切，将会导致癌细胞转
移危及生命， 但截肢手术费用高
昂，家里根本承受不起。王克勤一
家只好卖掉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
东拼西凑终于凑齐了1万多元手术
费，接受了右下肢截肢术。

命保住了， 但家中债台高筑，

王克勤成了乡里有名的特困户，也
成了有名的上访户。

2006年临澧启动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按政策王克勤属于大病救
助对象，医疗费用由民政和新农合
共同买单， 每年还享受低保补助。
孙儿读书、儿子培训也得到了乡里
和村里的特殊照顾。

2013年3月，在临澧县的百名干
部下乡村活动中，县纪委副书记陈勇
和纪委常委周万军主动与王克勤认
亲结对， 还互留了认亲卡和电话号
码。从此以后，两人经常走动，和王克
勤成了“亲戚”，并为他从民政、残疾

协会争取了5万元的助残资金。
在城里“亲戚”的启发和帮助

下，王克勤拄着拐杖，在家里办起
了养鸡场。到了腊月，他就打各种
糍粑到市场上销售。 一年下来，养
鸡、养猪、食品加工的收入上万元。
按照国家相关政策，“亲戚”还给王
克勤申请了重残补助，以后每个月
还有近百元的补助。

如今， 他新建了二间三层楼
房，购买一台小型摩托车用于上街
卖货。王克勤不仅摘掉了“老上访”
的帽子，反而成了乡里有名的残疾
致富典型。

关爱，让“老上访”成致富典型

4月2日，大学生在阅读结对帮扶的孩子来信，得知他们的困难得到解决时，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去年9月，
湖南中医药大学156名学生和涟源市石马山镇湖泉中学156名留守儿童结对为笔友，通过600多封书信，倾听这些孩
子的心声，帮助他们解决困难。 本报记者 赵持 通讯员 张觅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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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合格学校遍城乡永州

图为岳塘盘龙现代农业示范园一角。 通讯员 摄

（上接1版）
“长株潭生态绿心究竟如何提质、 提升式

的有效保护，如何在最大限度地发挥生态效能
的同时，挖掘它的经济潜能，过去大家一直在
思考，看了这里，我们找到了答案。”前不久，省
两型办一位负责同志在园区盘桓了大半天，临
走时留下这样的感叹。

（三）
虽然地处湘潭市近郊，可2009年前，这里

只是一片蛮荒之地，土地贫瘠，道路不通，乡民
贫困，示范园所在地“指方村”被人称为湘潭的

“西部地区”。
是梦想照亮了现实，是梦想创造了奇迹。
在家乡的土地上， 建一个美丽的大花园。

这个绿色的梦想，在盘龙现代农业示范园的投
资人和创建者———湘潭盘龙集团董事长冯友
根的心里，蕴藏了十多年。上个世纪90年代末，
省有关部门组织了一次去国外的考察学习，时
任湘潭市红旗农场场长的冯友根位列其中。异
国山清水秀天蓝地绿的优美环境让他看得眼
热，但内心深处却萌发种种不服：咱们的自然
条件并不比人家差， 关键是我们缺乏意识，缺
乏身体力行的建设者！

十多年来，他便一直在为“圆梦”而悄悄地
做着准备，其中最核心的工作，是想尽一切办
法搜罗全国、全世界奇花异木的花种、树种。

他带着一班人马跑遍了全国各省区，并先
后跑了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伴随着他的步
履，各种奇珍收入了他的“行囊”：他“淘”来了
中东银海枣，华盛顿椰树，澳大利亚佛肚树、棕
榈和黄金翠柳，越南木棉和紫薇、日本黑松、罗

汉松、少女枫和玉龙草……“淘”来了美国、加
拿大、日本、朝鲜和国内各地的38个品种的樱
花，300多个品种的兰花，1600多个品种的荷
花，350多个品种的茶花， 全世界杜鹃共900多
个品种，他的杜鹃园竟有700多个！

正是有了物资储备和技术储备，盘龙现代
农业示范园才有了瞄准国家“5A”景区的底气。

当然，梦想要落地生根，还需要有优良的
土壤和气候。是全省蓬勃开展的两型建设为冯
友根圆梦提供了契机。

当这一项目上报区里后，岳塘区委区政府
迅即将其确定为重点工程、精品工程和两型示
范项目，在土地流转、建设环境、基础设施建设
资金、 向上争取项目等方面全力提服务和支
持，从而使其得以风雨无阻地全速向前推进。

（四）
岳塘区指方村村主任刘双军是当地的一

位能人，过去一直在湘潭城里经营着好几个赚
钱的项目。盘龙现代农业示范园进驻后，他舍
弃城里的生意，回村担任了月工资几百元的村
官。别人问他图啥？他说，盘龙项目点燃了农民
的致富梦，小康梦。能够带领乡亲们改变家乡
的面貌，是自己人生最大的意义。

他现在一天到晚忙得不亦乐乎———挨家
挨户找村民谈土地流转，奔波各个项目工地帮
着维护施工环境， 规划村里未来的发展蓝图
……他说，我这不光是为盘龙服务，我是为我
们自己服务，我们在和盘龙一起共同创造金光
灿烂的明天。

岳塘区区长王永红介绍说，盘龙现代农业
示范园虽然还在建设中，但它已彻底改变了这
个地方的面貌，产业富民、创业富民的示范、辐
射、带动效用已经显现。

路、电、水通了，接下来马上要通宽带、通
天然气，偏僻闭塞的山村豁然开朗。征地拆迁
和土地流转给农民带来了财产性收入。而偌大
的工地常年用工达300个以上， 这使当地大批
40、50乃至60、70人员在家门找到了季节性、
临时性的工作，他们年均收入在2万元以上。

指方村村民王富强一家过去住的是一栋
快散架的土砖屋，两个儿子20多岁了还和父母
住在一起。现在，他们用征地拆迁和土地流转
后补偿的资金， 建起了两栋总面积达500平方
米的新房，两兄弟都买车跑起了运输。

在紧挨着园区的田野上，记者看到，家家
户户的农民都建起了新楼房， 还有从园区拆
迁出来的18户农民， 住进了由盘龙集团统一
规划、设计，具有江南风格、像别墅一样的农
民新村。

盘龙现代农业示范园所辖的荷塘、青山、
指方三个村，过去是岳塘最贫穷落后的村，现
在，荷塘、指方两村已成为全省新农村建设示
范村， 其中指方还成功申报了全省特色旅游
名村。

盘龙在这里创造了一种独具特
色的土地流转模式：每家留足人均5
分口粮田土后， 其余由村集体统一
征收， 一部分提供给示范园作项目
用地，另一部分由村集体储备，作为
将来配套产业的开发用地。

（五）
有人这样评价冯友根：他是一个理想主义

者，也是一个难得的实干家。
5年前， 得知他准备投巨资建设现代农业

示范园时， 本地的一些老板同行当面取笑他，
“搞了个不晓得何年何月才能回本的‘空头
路’！”冯友根说：“不能满脑子只想钱，弄得水
浊了，空气变质了。我们要为子孙后代积点德，
为两型社会建设做点有意义的事。”

5年来，为建设盘龙现代农业示范园，他倾
尽了全部的积累， 到目前为止， 已投入近7亿
元，每年光算利息就是几千万。据测算，到一期
工程建成，至少还要投入3个多亿。

把一垄荒地一座荒山变成精美的花园，是
多么浩繁的工程！冯友根和他的团队就像一群
蚂蚁，一点点地往前啃，一天天地埋头干。他既
是老板、设计师、指挥员，又是最卖力的劳动
者。5年多来，除了出差，他每天都“钉”在工地
上，晴天一顶草帽，雨天一双套鞋，早上八点出
工，一般干到晚上十一点。

是啊，对于有志于造福桑梓和社会的当代
企业家来说，还有什么比逐梦“两型”、创百年
宏业更美好的事情吗？

我省首笔土地经营权
抵押贷款发放

本报4月2日讯（记者 李寒露 通讯员 李进 李
娟）“拿到这笔50万元的贷款后， 我花几天时间，就
整修了十几亩池塘，还购进了10多吨饲料，准备扩
大中华鳖养殖规模。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帮了我
大忙啊！”4月2日， 汉寿县酉港镇晨阳村村民陈德
友，向记者表达他获得贷款后的喜悦之情。经省农
经局确认，这是我省发放的首笔土地经营权抵押贷
款。目前，省农经局正着手研究在全省推广这一“汉
寿模本”。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 拓宽农村新型经营主
体融资渠道，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
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汉寿县委、县政府
及时贯彻这一惠农政策，召集农业、金融等相关部门
负责人和县内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法人代表进行多次
调研、讨论，于3月18日出台了《汉寿县农村土地经营
权抵押贷款管理办法（试行）》，在全省率先启动土地
经营权抵押贷款工作。 据该县农村经营管理局局长
王湘生介绍， 只要申请人在金融机构没有不良信用
记录，且抵押物集中连片，粮食种植面积在100亩以
上，种植经济作物或养殖水面在50亩以上，并在农经
部门取得合法的农村土地经营权证书， 承包承受期
在5年以上，就可以办理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

这个办法一出台，受到广大农民欢迎。汉寿县龙
阳镇、大南湖、聂家桥等地的种养大户，纷纷来到县
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咨询和办理抵押贷款业务。 今年
48岁的陈德友搞水产养殖有六七年了，曾四处筹资，
想扩大养殖规模，但未能如愿。听说土地经营权可以
抵押贷款，他马上报名，按规定办好了相关手续。3月
20日，他用292亩水面10年经营权作抵押，贷到了50
万元。

城乡教育均衡发展走在前泸溪
本报4月2日讯 （通讯员 向民贵 袁绍仁

记者 姚学文 ） 日前， 从泸溪县传来消
息，该县最偏僻的石榴坪乡，小学生入学
率达100%，初中生入学率达98%。这是
该县大力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结出的
果实。

近几年来， 泸溪县加大农村学校建
设投入，力推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县财政
每年安排1000万元设立农村学校建设
专项资金。斥资1.68亿元，相继实施农村

合格学校建设工程、学前教育推进工程、
农村中小学远教工程， 使全县中心完小
以上校园达到了合格标准。同时，该县着
力提高农村学校师资水平。该县从2009
年起 ， 该县村片小教师每人每月加薪
1200元，农村初中、中心完小教师每人
每月加薪400元。 绩效工资也向农村教
师倾斜，村片小教师每月增加200元。投
资7000多万元， 建1500套教师住房，解
决了1873名教师住房难问题。 开展教师

“过三关”即师德师风评价关、教育教学
考核关、文化知识检测关，组织2000多
名教师参加义务教育新课程培训和教育
技能及信息技术等培训。

城乡教育均衡发展使泸溪教育水平
整体提升。2005年至2013年， 连续9年高
考， 该县高中应届生本科上线万人比，居
自治州第一。高中、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科
合格率、优秀率均居自治州第一、二位，小
学教学质量也稳居自治州前列。该县先后

荣获了“全国尝试教学法推广先进县”、
“湖南省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先进
县” 等荣誉，并被教育部确定为“全国义
务教育阶段质量检测样板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