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4日， 演员们在
表演芦笙舞。当天，通道
侗族自治县举办盛世侗
乡杯“欢乐潇湘·幸福怀
化·和谐通道”大型群众
文艺汇演 ，17支队伍以
芦笙舞 、侗戏 、快板 、瑶
歌等形式， 为观众送上
一场精彩纷呈的演出。

杨少权 摄

（上接1版）
4月初开始，张家界陆续开展“电

视问政面对面”，围绕旅游服务、社会
治安、 环境保护等10个专题面对面征
求群众意见，目前已进行6期，反映出
75个问题，涉及24家责任单位。同时又
以“想说就说”电视专题方式，将镜头
转向田间地头、建设一线，现场征求群
众意见，真实反映群众诉求和愿望。

据悉，仅张家界市委常委会带头
以发函、媒体公开、恳谈会方式，就征
求到群众意见1531条，其中“四风”意
见477条。

面对面查摆问题，接受
群众全程监督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

行。张家界以“三严三实”为标尺，接
受群众全程监督，扎实开展“六查”活
动。全市活动单位把领导班子及成员
征求到的意见和自身查摆的问题，公
示公布或印发给群众， 将群众请进
来，进行面对面的评议。

7月15日， 记者走进武陵源区军
地坪街道办公大厅，只见墙上的“意
见公示表”格外醒目，他们将从群众
中征求到的意见归纳之后张榜公布，
站所单位20条， 党员干部个人35条，
一目了然。

这只是武陵源开展服务群众“三
三制”专项活动，建立“一公示三表册
一手册”工作台账、专题网页和电子
档案，方便群众查阅和监督，面对面
查摆问题的一个场面。

“建议拓展大鲵销售渠道；希望
加快蔬菜产业结构调整；多举办种养
方面的技术培训……”围绕农业产业
提质升级“523”行动计划，张家界市
农村工作部联合畜牧水产兽医局、蔬
菜办， 将全市20种养大户代表请进
来，在“晒问题”的同时征求到原汁原
味的建议。

每期“电视问政面对面”的节目
现场，气氛紧张热烈。30名群众代表可
站可坐， 随意参与互动， 尖锐直面质
询。问政责任人就问题“怎样解决、何
时解决”现场解答，然后通过荧屏“晒”
出来，成为群众监督的“连心桥”。

5月23日，张家界市委召开征求意
见民主评议大会，市委、市人大、市政
府、市政协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满意率分

别为97.31%、98.92%、97.85%、97.85%。

面对面整改落实，请群众
全程评判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开
展教育实践活动最终结果怎么样，必
须要靠群众来检验，使之成为群众支
持、群众满意的民心工程。

7月10日， 永定区针对小学升初
中招生乱象立行立改，在广泛听取群
众意见、请群众参与制定“游戏规则”
的基础上，举行城区“小升初”电脑随
机派位。通过现场直播、各界群众代
表监督和公证员公证， 现场摇号派
位、现场公布结果、现场上网公示，成
为我省首例实行“小升初”电脑派位
电视直播，真正实现“阳光招生”，获

得群众一致好评。
4月8日，张家界“电视问政面对

面”考问城管、园林、环卫、交警等4个
部门后，各责任单位迅速给出整改时
间表、路线图，并在媒体公布，电视台
又专门开设“整改进行时”新闻栏目
跟踪报道， 并在下期问政播出时反
馈，接受群众大考问、严评判。

在山区桑植，出台了《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资助办法》， 最大限度整合
利用教育资助政策，解决贫困学生上
学难；慈利县环保、经信、国土等10多
个部门联合执法， 依法关停3家违法
排污的纸厂，将反映强烈的环境污染
问题立行立改， 群众对此拍手称快；
武陵源建立健全“首问责任制”，打造

“袁谋文党代表工作室”、“10分钟景

区应急救援救治圈”， 提升旅游服务
质量，获得游客赞许。

6月5日，张家界市委常委会带头
制定公布整改方案，将规范领导联络
服务、办公用房超标、公车管理等10
个突出问题，并接受群众评判。7月14
日下午， 张家界将社会关注度高、涉
及群众切身利益的35项突出问题进
行交办，全面铺开专项整治行动。

“把群众意见作为镜子、把群众期
盼作为目标、 把群众评价作为标准。”
杨光荣认为， 用走群众路线的办法解
决“四风”方面的突出问题，才能使教
育实践活动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才
能向人民群众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综合 ２０14年8月5日 星期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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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4日讯 （记者 张尚武
通讯员 谢国和 ）“把论文写在猪场，
帮助农民养一头健康、干净的猪。”我
省生猪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彭英
林今天向媒体发布，体系组建5年来，
共组装推广10多项先进技术，为养猪
户增收30亿元。

2010年，省农业厅、省财政厅启
动生猪产业技术体系建设试点。省农
业厅科教处凝聚产学研力量，遴选18

名专家组成创新团队，聘请省畜牧所
彭英林博士任首席专家， 下设5个岗
位专家团队，并在湘潭、益阳、娄底、
永州4市设立试验站，开展科研攻关。

5年来， 专家团队走集成创新之
路，破解制约我省生猪产业发展的主
要“瓶颈”。

良种选育以鑫广安、 唐人神、新
五丰等10多家企业所属原种猪场为
示范点，选育出华多新美系、美神新

美系种猪，各方面优势明显，为提高
生产母猪年生产力奠定基础。

周望平研究员领衔的生猪疫病防
控岗位专家团队，研究集成生猪主要疫
病综合防控技术，探索母猪、仔猪科学
免疫与保健方案，制定发布规模猪场疫
病监测与防控等6大地方标准。 仅此一
项，每年为养猪户减少损失近5亿元。

首席专家彭英林领衔地方猪种
保护与开发，宁乡猪、湘西黑猪、沙子

岭猪、大围子猪和黔邵花猪的保种与
开发跃居全国领先水平，湘村黑猪被
认定为国家级新品种。

针对养猪的污染难题，专家组根
据猪场规模，探索出“发酵床—垫料
堆肥—种植 ”、“猪—沼—种菜 （养
鱼）”、“四池、两分离、一封闭”等清洁
养猪模式，仅在湘潭市累计推广发酵
床60万平方米，200万头生猪养殖实
现“零排放”。

我省生猪产业技术体系组装推广10多项先进技术

5年为养猪户增收30亿元

本报8月4日讯（杨石莲）今天，
恒大集团第一时间通过中国扶贫
基金会向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地
震灾区捐赠1000万元资金及200
万瓶矿泉水， 这也是灾情发生后
最先做出反应、 目前捐赠数额最
大的企业。

恒大集团自2009年以来长期
和中国扶贫基金会保持良好合
作，在发生重大灾害时，恒大集
团一直积极响应。此次云南省昭
通市鲁甸县地震，恒大再次快速
反应，以实际行动践行企业社会
责任。

本报8月4日讯 （张斌 李文峰
郭畅达）同一个祖先血浓于水，共
一个中华情重于山。8月1日至4
日， 国台办2014年重点交流项
目———海峡两岸神农炎帝文化交
流活动在我省炎陵县举行， 两岸
嘉宾共祭始祖炎帝神农氏， 并进
行神农文化交流。老同志、湖南神
农炎帝研究会会长石玉珍出席交
流活动。

此次活动由省台办指导，湖
南神农炎帝研究会、 台湾中华神
农大帝协进会主办，活动主题为：
弘扬神农文化，共圆美好中华。

8月2日， 海峡两岸神农炎帝
文化交流各界人士在炎陵县鹿原
陂举行炎帝陵祭祀典礼。 随后两

天， 两岸神农炎帝文化研究学者
开展学术交流， 海峡两岸11位学
者旁征博引，从不同角度，生动诠
释了博大精深的神农炎帝文化，
进一步推动两岸文化资源整合、
成果共享， 促进了神农文化的交
流普及。

活动期间，两岸嘉宾还参观了
神农谷，探寻炎帝神农氏的遗迹。

两岸嘉宾纷纷表示， 神农炎
帝文化是传承几千年的中华民族
文化之源， 是凝聚全世界炎黄子
孙的民族之魂。挖掘、研究和弘扬
神农炎帝文化， 对于追寻文化本
源， 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文化亲和
力，构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都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恒大集团千万资金
驰援鲁甸灾区

弘扬神农文化
共圆美好中华

海峡两岸神农炎帝文化交流活动在湘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