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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阵雨 24℃～29℃
湘潭市 多云 23℃～29℃

张家界 阵雨转小雨 22℃～27℃
吉首市 小雨 22℃～28℃
岳阳市 阵雨转小雨 22℃～28℃

常德市 小雨 22℃～28℃
益阳市 多云转阵雨 23℃～28℃

怀化市 多云转阴 24℃～31℃
娄底市 阵雨转多云 23℃～27℃

衡阳市 多云 25℃～31℃
郴州市 多云 26℃～34℃

株洲市 阵雨转多云 25℃～28℃
永州市 多云 25℃～32℃

长沙市
今天，多云间阴天有阵雨，明天，阴天多云有阵雨
南风 2 级 23℃～30℃

２０14年6月25日 星期三
通讯员新闻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 市州新闻 9

本报6月24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段
晓武 张京贤）一棵棵国外松英姿挺拔，一丘丘玉
米林迎风摇曳。今天，记者来到临湘市桃矿尾砂
库，感受到这里山青树碧、生机勃勃。同行的岳阳
市国土局工作人员称， 通过开展“矿山复绿”行
动，2000多亩矿山废坑重新披上了绿装。

岳阳市矿产资源丰富, 但随着长年开采利
用，露采场、废石堆、尾砂库等生态环境问题日
益凸现。近年来，岳阳在全市开展“矿山复绿”行
动，建立“政府主导，国土主抓，多方配合，责任

明确”的工作机制。市国土资源局按照“宜林则
林，宜耕则耕，突出重点，分类指导，注重实效”
的原则，对在采矿山督促企业治理，对闭坑矿山
实行政府治理。 桃矿因多年开采形成的尾砂库
总积存4450万立方米,该市向上争取资金1.1亿
元，复绿林地848亩，新增1017亩，新增旅游用
地300亩，让忠防、桃林两镇周边近4万人的生
产生活环境得到根本改善。 该市还对岳阳县新
开钒矿、 平江黄金洞万古矿山等矿区开展专项
治理，共复绿1780亩、复耕1560亩。

按照“谁破坏，谁治理；边开采，边治理”的
原则，该市落实矿山环境恢复保证金制度，督促
在采矿山自觉落实治理责任， 对治理不达标的
企业不予年检登记。对闭坑废弃无主矿山，该市
落实市、县、乡镇三级政府责任，统筹安排财政
资金治理。2012年，汨罗市依法取缔关闭了玉池
乡千禧、保利、龙腾3家矿山，企业老板弃矿走人
治理责任难落实。 该市列支财政资金190万元，
对3家闭坑矿山采取工程、生物措施进行了综合
治理。

岳阳 两千亩矿山废坑重披绿装

本报6月24日讯（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彭
宏高 周晶晶）近日，新晃侗族自治县大湾罗乡大
湾罗村姚发弟老人搬进了“新家”，感激的泪水夺
眶而出。原来，前不久县审计局干部走访时得知
老人住房破旧， 便与县住建等部门联系协调，多
方筹措资金，将老人的房子修葺一新。

在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新
晃开展“万名党员访群众， 进村入户解难题”活
动，要求县级党员干部走访群众30户以上，县直
机关、乡镇科级党员干部走访20户以上，其他党
员走访10户以上，行政执法、窗口服务单位党员

走访服务对象5户以上，做到党员全参与、住户全
覆盖。并要求在走访中，将群众提出的意见、建议
和问题，填写到“民情登记卡”上，实行“一户一
卡”。相关单位将收集到的问题分类梳理，建立民
情台账，上报县教育实践活动办汇总，再交给相
关职能部门办理并反馈。

问题交办后，新晃还由各单位回访，由提出
问题的群众在“民情登记卡”上，对办理情况作出
评价。同时，组织行风监督评议员、“两代表一委
员”及群众代表等，对交办事项落实情况随机抽
样调查，并电话抽查群众满意度，对群众满意度

低于80%的，要求对照检查、限期整改，直到群众
满意为止。目前，新晃近万名党员已走访群众8万
余户，征集到意见、建议和问题2.1万余条。县教
育实践活动办汇总后交办8500余条， 已办结
2300余条。

新晃 近万党员进村入户解民忧

本报6月24日讯 （记者 王
晴 通讯员 严非平 王文华） 6
月24日， 华容县胜峰乡张家
院家庭农场水稻生产基地上
空， 两架小型无人直升飞机
来回穿梭。 飞机螺旋桨旋起
的气流将水稻稻株吹开，乳
白色雾状的液体从“肚脐”下
方的5个喷嘴均匀喷出。只用
2个小时，310亩水稻防治作
业就完成。据悉，今年截至目
前该县推广农用无人飞机空
防 农 作 物 病 虫 害 面 积 达
5000多亩。

农作物病虫害统防统治
是作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
的华容县确定的发展现代农
业的30个重点项目之一。 目
前正是防病治虫的关键时
期， 该县利用农用无人飞机
实行大面积农作物统防统
治， 去年， 先后在新河乡、 鲇鱼须镇进行
油菜和水稻空防示范演练取得成功。 今年，
该县旺农公司与岳阳盛禾航空植保公司合
作， 在全县推广航空植保市场化运作， 以
家庭农场和种粮大户为平台， 在水稻、 玉
米等作物上进行病虫害统防统治。

农用无人飞机每次能承载药液10公斤。
作业时距离地面3至7米高程， 一分钟可喷
施1亩农作物， 1天可飞施400至500亩地，
可以顶200个人工。 每亩只需要喷1升左右
药液， 亩施药液量减少90%以上， 农药有
效利用率提高20%左右， 每亩节约防治成
本10%以上。 同时， 无人直升机螺旋桨产
生的向下气流加速形成气雾流， 增强了药
液雾滴对农作物的穿透性， 减轻了农药的
飘移程度， 防治纹枯病、 稻飞虱的效果在
90%以上， 比人工防治效果好。

6月22日 ， 沅陵县
五强溪镇大别溪， 游客
在漂流点准备开漂。 进
入夏季， 各类亲水运动
成为人们的首选， 而惊
险刺激的户外漂流特别
受到城市居民的青睐。

本报记者 童迪 摄

本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骆桐雄 刘鲲

6月20日8时，新田县检察院，因
患鼻咽癌已经化疗15次的副检察长
陈运周一来到办公室，便与通宵鏖战
的同事们商讨案情，一举突破侦办的
关键点。 该检察院副检察长彭雪皑
说：“只要陈副检察长出马，很多难办
的案子都迎刃而解。 他的办案笔记，
被同事们称为‘破案宝典’呢！”

1986年，21岁的陈运周进入新
田县检察院工作， 先后担任会计、书
记员、助检、反贪局副局长、局长，副
检察长。多次被评为全省“优秀侦查
员”、 优秀检察干部，2011年在全省
反贪业务技能大比武中， 获得笔试、
面试两项第一名。

2012年7月，感到身体不适的陈
运周到医院检查身体，被确诊为鼻咽
癌。当时，正是新田县检察院与永州
市纪委联合办理一名处级领导干部
违纪案件的攻坚阶段。于是，陈运周
隐瞒病情，不分白天黑夜部署调查工
作，参与审讯，寻找突破口。8月底，案
件全面突破，他才向领导请假。为不
影响大家的工作，他孤身一人来到广
州化疗。负责治疗的医生无不惋惜地
说，要是早来一个月，治疗的效果会
好得多。 目前，15次化疗让他头发脱
落， 体重从90公斤下降到不到70公
斤， 癌细胞已经转移到肝脏和腹腔。
该检察院检察长蒋长春告诉记者：

“院领导和同事们要去医院去看他，

都被他拒绝， 他说大家工作要紧。医
生建议他休养，院里也安排他放假休
息。他放不下工作，只要身体状况稍
有好转，就坚守在工作一线。而且他
总能在办案关键时点为大家提供帮
助。”

“陈副检察长根本没把自己当成
病人！ 今年4月24日， 他在广州化疗
后，路过家门没进，而是直接来长沙
与我们会商案情，使案件的查处工作
迅速取得突破。” 该院反贪局局长宋
军对记者说。当时，犯罪嫌疑人自以
为做得“天衣无缝”，死活不开口，案
件的查处几近停滞。陈运周在与大家
会商中发现了一个细节， 他亲自审
讯，突破了口供。

得知陈运周患病，一些有求于他
的人闻讯纷纷带着补品、红包来看望
他，陈运周一概严词拒绝。“对那些当
面实在拒绝不了的， 他一一在礼品、
红包上写下名字、联系电话，要我全
部退还。” 该院工作人员骆霖告诉记
者。为了治病，陈运周家里早已债台
高筑。 但陈运周坚定地说：“说实在
话，现在我确实缺钱，但我一名是检
察官，我要维护这份职业的神圣和尊
严！”

记者在陈运周家看到，他住的是
1997年购买的一套集资房，家里没有
一样上档次的家电家具，屋顶还经常
漏雨。记者还了解到，他的妻子1998
年下岗后，一直四处打工，至今没有
一份正式的工作。一些单位主动提出
给他的妻子安排工作，都被他婉拒。

本报6月24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黄周生）近日， 一个流窜
湘粤赣3省、 作案11起、 专门盗
窃保险柜的团伙， 被衡阳县公安
局打击侵财犯罪专业队一举摧
毁。

近年来，随着境内衡邵、潭衡
西等多条高速公路开通，人、财、
物出现大流动， 衡阳县“两抢一
盗”、诈骗等侵财犯罪也进入相对
高发时期。为此，该县公安部门积
极探索建立打击侵财犯罪新机
制，集中优势警力，在衡阳市率先
成立打击侵财犯罪专业队伍。县
公安局从各派出所抽调15名民
警、6名巡防队员， 组建打击侵财
犯罪专业队，并从石市、界牌、渣
江派出所抽调10名民警、12名巡
防队员，组建石市片区刑侦中队。
经过专业培训，今年4月，专业队、

刑侦中队队员正式上岗， 他们打
破常规，实行弹性工作制，在案件
多发时段、路段、地段，采取蹲、
跟、控、摸等方式，有针对性开展
侦查、抓捕工作。

专业队、 刑侦中队还针对侵
财犯罪作案目标不确定、 作案时
间短、现场遗留物证少和“街面犯
罪” 人员流动性大等特点， 采取
“情报信息为先导，科学技术为支
撑，传统侦查方式作保障”的新型
侦查模式， 全面提升打击犯罪效
能。专业队、刑侦中队成立两个月
来， 已成功破获有影响的涉嫌侵
财犯罪的刑事案件98起， 打掉盗
抢团伙13个， 抓获犯罪嫌疑人63
人，刑事拘留48人，网上追逃10
人， 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100余
万元。 近期全县侵财案件发案数
同比下降了34.6%。

本报6月24日讯 （记者 周怀立
通讯员 杨文福）6月20日，东方百
合抗茎腐病新品种培育及配套栽
培技术研究成果， 在株洲通过了
专家鉴定。专家认为，这项成果攻
克了东方百合种球腐烂的难题，
达到国际先进、国内领先水平。

百合是世界名花之一。目前，
我国用于鲜切花的百合种球主要
从荷兰引进， 部分地方利用进口
种球的二代、三代进行生产，种球
小、种性退化、病虫害日益严重，
需尽快培育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百合新品种， 以适应我国越来

越大的市场需求。 为寻求技术突
破， 株洲市农业科学研究所专门
引进百合育种专家郑思乡博士。
郑思乡及其团队经多年艰苦攻
关， 发现百合三倍体二倍化及体
细胞核转移遗传现象， 研究出东
方百合抗茎腐病新品种培育及配
套栽培技术， 所育品种生产成本
低、抗病性强，易于推广。

株洲市农科所负责人介绍，
东方百合抗茎腐病新品种培育及
配套栽培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将
真正实现我国东方百合种球国产
化，经济效益显著。

践行核心价值观 传递社会正能量
身边的感动———

爱心无限 责任伟大 携手共圆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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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疗15次，不下“火线”

株洲研究出国际先进水平百合培育新技术

集中优势警力 成立专业队伍

衡阳县重拳打击侵财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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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克东方百合种球腐烂难题 对5千亩农作物
实施无人机喷药， 1
天顶200个人工， 亩
施药量减少90%以
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