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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湘河 通讯员 胡域

小雨如酥， 空气格外清新， 掩映
在橘林中的龙山县里耶镇比耳村忽隐
忽现。

这是4月下旬的一个星期日， 龙
山县委书记彭正刚来到这里。

“彭书记， 你又来了， 太好了。”
彭正刚一走进村里， 就被正在附近橘
园中劳作的村民石勇一下子认出， 村
民们马上围了上来。

“我就是专门来听大家意见的，
有什么困难、 想法， 请你们都说出来，
我们一起谋划解决。” 彭正刚说出了此
行的目的后， 大伙便议论开了。

“彭书记， 能不能往橘园里多修
几条水泥路， 我们村里去年仅请人把
柑橘从山上背下来的费用就花了30多
万元， 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石勇
连忙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这个问题， 交通局已经做出了
规划设计， 橘园路11.5公里长， 如何
修， 技术人员会征求大家的意见。” 彭
正刚说。

大家你一言， 我一语。 彭正刚边

听边记， 在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了几
页纸。

“彭书记， 我有个想法， 不知道
您支持不支持？” 村民石宗兵欲言又
止。

“只要对村民有利， 我都支持。”
彭正刚鼓励道。

“我在电视上看到， 人家的橘园
里有电灯， 说电灯可以杀虫， 能不
能也给我们这里安装， 我们以后可
以不要打药杀虫了。”

石宗兵一说完， 村民们闹开了
锅。有的说他懒，有的说他想法不切
实际……村民不太支持他的想法。

彭正刚则面带微笑、 不住地点头。
“彭书记， 你来讲两句。” 大伙齐声说。

“我支持石宗兵的想法。 来这里
就是调研如何建设柑橘标准示范园
的。 全县柑橘10万余亩， 今年就从比
耳开始， 先办1000亩的标准示范园，
再逐步到全县推广。 示范园里路、 水
到园， 推广绿色防控， 不打农药、 不
施化肥， 提升水果品质， 让大家再卖
个好价钱……” 一边听彭正刚说， 石
宗胜一边已经默默盘算今年的收成了。

“里耶比耳脐橙” 不仅获得了地
理商标， 而且被认定为国家绿色食品
A级产品。 去年石宗胜家10亩柑橘收
入达7万元， 想到今年标准园建成后收
入更有保障时， 石宗胜的脸上露出了
笑容。

笑意荡漾开来。 清新的空气下，
村民们的笑容格外灿烂。

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联系点听民声

■创新在基层

本报4月30日讯 （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杨捷灵 汤惠芳） “这本小册子
好， 可以放在口袋里， 随时翻阅。” 4月
25日， 中方县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蒲
田田翻看着一本“口袋书”， 赞叹道。
目前， 中方县1.7万名干部职工每人拿
到了一本“口袋书”， 可随身携带、 随
时翻阅、 随地学习。

为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 中方县除完成“规定动作” 外，
还创新推出“口袋式” 学习， 收集整理
教育实践活动知识重点， 精心设计， 编
成小巧实用的“口袋书”。 “口袋书”
以“为民务实清廉” 为主题， 对中央、
省、 怀化市及县里开展教育实践活动的
相关内容进行归纳整理， 系统梳理了群
众路线的历史发展脉络， 并着重融入了

当地一些创新举措和特色做法。 书中还
特别编入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严
三实”、 “七个着力”、 “五个不允许”
等110项内容。 “口袋书” 言简意赅、
阐述精要， 能让党员干部清楚掌握开展
教育实践活动的目的意义和方法步骤，
增强学习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同时， 中方县积极转变学习教育方
式， 把学习课堂、 动员大会搬到田间地
头、项目工地、企业车间等工作一线，不
断深化县委组织开展的“三问三解”（问
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解民惑、解
民忧、解民困）、“夜访农家”、“民情家访”
等服务联系群众活动，并开展“微宣传”
活动，包括在营业场所“微展示”、发送短
信微信“微提醒”、举办学习日“微论坛”
等，确保教育实践活动入脑入心。

本报4月30日讯 （记者 孙敏坚
通讯员 屈晓军 周智湘） “老师，
我们北校区超市商品价格比周边的
贵， 我们很多同学有意见。” 日前，
长沙师范学院召开的后勤服务学生
代表座谈会上， 同学们提的第一个
问题， 也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由于新建的北校区周边配套设
施还不够完善， 同学们的日常生活
用品都只能在校内超市购买。 针对
这一问题， 该校总务处膳食科第二
天即到周边的大超市进行了价格调
查，4月8日督促校内超市进行了价
格调整。随即，学校通报了后勤服务
学生代表座谈会问题整改落实情
况， 同学们对此表示满意。

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
长沙师范学院在做好规定动作的同

时， 广泛深入听取意见建议， 坚持
边学边查边改边建， 既着眼当前解
决同学们关心的热点问题， 又谋划
长远解决同学们的成长成才问题。
为保证农村和贫困家庭学生的正常
学习生活， 该院电子信息工程系通
过向师生、 校友、 社会爱心人士募
捐衣物、 书籍、 现金等， 专门设立
了扶贫帮困的“向日葵” 爱心超市，
受助的学生可以在超市自由选择衣
物等生活用品， 超市还将按月为他
们发放生活费。 截至目前， 爱心超
市已有衣物300余件， 现金3400元。
首批确定受助学生为9人， 其中包括
2名孤儿、 1名残疾学生。 同时， 学
校还确定了教师“一对一” 结对帮
扶政策， 从学习、 思想和生活上引
导贫困学生健康成长。

橘洲周末音乐焰火
5月3日燃放

领衔长沙“五一” 旅游活动
本报4月30日讯 （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杨晓眉） 记者昨

天从长沙市旅游局获悉， 2014年度“橘洲浪漫 璀璨星城” 长
沙橘子洲周末音乐焰火晚会将于5月3日晚8∶30正式开始， 10
月25日晚结束， 共28场。

首场焰火晚会的主题是《妈妈，生日快乐》，共分五个篇章：
《序》、第一篇章《特别的日子》、第二篇章《感谢妈妈》、第三篇章
《祝福妈妈》、第四篇章《共享天伦》。燃放时间20分钟。

此外， 在“五一” 小长假期间， 长沙市各景点将开展一系
列休闲活动。 梅溪湖花卉展、 “花样洋湖微体验” 2014(春季)
洋湖湿地花卉展一直持续到5月12日， 可观赏到多种稀有兰花
和孔雀草、 三角梅等花卉。 新近开放的中国最大城市野外露营
基地———橘子洲尾露营基地， 露营、 尝美食、 泡温泉、 参加篝
火晚会皆可。 在世界之窗， 全家一起做豆腐、 制草鞋、 捉泥
鳅、 识渔具， “寻找劳动的记忆”。 千龙湖2014“异国风情，
舞动千龙” 篝火晚会、 我省首家蝴蝶文化主题生态公园———光
明蝶谷“相约光明， 与蝶共舞” 系列主题活动、 百果园生态农
庄“春季运动会”、 靖港古镇“七彩风车节”、 望城区4大主题
活动喜迎市民狂欢。 宁乡灰汤温泉、 金太阳生态休闲农庄、 湘
电温泉则纷纷推出优惠活动。

华菱衡钢成功开发
特殊用途低温用管
可用于液化天然气的存储和运输

本报4月30日讯 （通讯员 周金云 记者 唐爱平） 华菱衡
钢昨天传出喜讯， 该公司在低温用管开发方面取得飞跃， 已成
功批量冶炼A333� Gr8低温管道用管连铸圆坯， 并轧制了超低
温用管， 钢管的拉伸、 冲击功、 硬度、 压扁等各项数据均满足
美国材料与试验协会 （简称ASTM） A333的要求。

A333� Gr8低温用管是美国ASTM标准中的牌号， 主要应
用于液化天然气的存储和运输， 是民用钢材产品中技术水平最
高、 难度最大、 附加值最高的产品之一。 能否成功生产该类产
品， 代表了一个企业的整体技术水平。 为确保该类钢管材质要
求， 华菱衡钢自主创新设计了炼钢冶炼工艺流程， 成功实现钢
水连浇生产。 研
发生产的钢管检
测结果表明， 用
该热处理工艺得
到的钢管性能数
据均合符标准。

大学生英语精英
长沙赛“口译”
本报4月30日讯 （记者 姚学文） 4月27

日， 第五届海峡两岸英语口译大赛华中赛
区湖南省选拔赛， 在中南林业科技大学落
幕。 来自中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师范
大学等21所省内本科院校的47名选手参赛。

经过主旨口译和会议口译两个环节的
激烈角逐， 最终由中南大学的王横、 王思
诗2选手摘得特等奖， 12名选手分获一、
二、 三等奖。 前十名获奖的选手将代表我
省， 参加今年5月份在武汉举行的第五届海
峡两岸口译大赛华中赛区决赛。

据悉， 由厦门大学主办的这一赛事，
旨在深化海峡两岸教育和文化交流、 展现
两岸口译学子风采和促进口译人才培养。
大赛自2009年在厦门大学首次主办以来，
已成为了一年一届的全国性常态赛事， 决
赛在大陆和台湾轮流举办。

龙山县委书记彭正刚 （左） 在里耶镇比耳村橘园里和村民交谈。 胡域 摄

“建标准示范园，再卖好价钱”

中方编发“口袋书”
随时“照镜子”

长沙师范学院：

既着眼当前，又谋划长远

4月 30日 ，
来自台湾的未
名窑茶具受到
市民青睐 。 当
天 ， 2014 第 十
一届湖南茶业
茶文化博览会
在省展览馆开
幕 。 湖南安 化
黑茶 ， 古丈 毛
尖 ， 云南普 洱
茶 ， 台湾名 茶
等上百种茶及
紫砂壶茶 具 亮
相展销。

本报记者
郭立亮 实习生
伍宇蒙摄影报道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
今起实施

我省已完成78市县救助申请家庭
经济状况核对

本报4月30日讯 （记者 陈勇 通讯员 周翔宇 周倜） 《社
会救助暂行办法》 将于今年5月1日正式实施。 记者今天从省民
政厅获悉， 我省各级民政部门正着力健全工作机制， 抓紧健全

“一门受理、 协同办理” 机制、 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机制、
社会救助信息公开和共享机制， 筑牢社会救助工作基础。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 对最低生活保障、 特困人员供养、
受灾人员救助、 医疗救助、 教育救助、 住房救助、 就业救助、
临时救助等进行了明确规定， 在我国第一次以法律制度形式明
确社会救助制度体系的内容， 构建了分工负责、 相互衔接、 协
调实施， 政府救助和社会力量参与相结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救助制度体系新格局。

为了抓好 《办法》 落实工作， 我省各级民政干部深入救助
申请居民家庭， 进行经济状况核对， 目前已在78个市、 县开展
完核对工作， 余下的将在年内核对完毕。 全省全面建立了临时
救助制度， 将受灾人员、 流浪乞讨人员等纳入临时救助范畴，
织牢保障基本民生“网底”。 在居民低保申请和审核审批方面，
将由原来的向村 （居） 民委员会申请， 明确为直接向其户籍所
在地的乡镇 （街道） 提出申请， 乡镇 （街道） 审核， 县级人民
政府民政部门审批， 村 （居） 民委员会、 乡镇 （街道）、 县级
民政部门进行公示。 同时， 我省将尽快制定 《社会救助工作责
任追究办法》， 进一步明晰政府部门、 经办人员、 救助对象的
权利、 责任和义务， 加大对违法、 违纪、 违规行为的治理力
度； 省、 市、 县将设立和公布投诉举报电话， 确保第一时间受
理， 及时调查处理， 并主动接受社会和媒体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