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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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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多云 21℃～26℃
湘潭市 阴 22℃～26℃

张家界 多云 22℃～31℃
吉首市 多云 21℃～31℃
岳阳市 多云 24℃～28℃

常德市 多云 22℃～30℃
益阳市 多云 23℃～29℃

怀化市 多云 22℃～30℃
娄底市 阴 20℃～25℃

衡阳市 小雨 23℃～25℃
郴州市 中雨 21℃～24℃

株洲市 阴转阵雨 23℃～27℃
永州市 小雨转多云 23℃～26℃

长沙市
今天，阴天到多云，明天，阴天间多云
北风 2 级 23℃～28℃

２０14年8月14日 星期四
通讯员新闻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 市州新闻 9

本报8月13日讯（记者 白培生 李
秉钧 通讯员 谭晓智）“我庄园里种的
西瓜，每天向广西、湖北、山东等地销
售2万多公斤。”近日，安仁县神乐生态
庄园负责人侯向军告诉记者， 他的庄
园有2万亩，突出特色种养、综合开发，
橙梨树下种西瓜，苗圃园里搞旅游。

安仁县素有“湘南粮仓”之称，近
年来， 该县集中各项涉农项目、 资金
等，用于改造、提质传统农业，引进、开
发新的农业产业。为提升稻米品质，在
排山、 清溪等乡镇设立了万亩双季稻

高产示范片， 在牌楼乡设立了万亩高
档优质稻高产示范园，全县示范片、园
发展到16个，总面积达6万多亩。为让
烤烟提质增效， 今年县财政安排专项
资金，对烤烟示范村予以重奖，连续奖
励3年，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与生产效
益。目前，全县涌现种烟专业村90个，
专业大户近1000户， 每亩烤烟收入
2000多元， 跻身全省烤烟生产重点县
之列。

同时，安仁县大力抓好食用菌、脐
橙、油茶、油菜等产业规模开发，建起

了中南地区最大的年产6万吨食用菌
基地， 以及6万亩脐橙基地、10万亩油
茶基地、25万亩油菜基地。扶持培育了
天扶菇业、 东南阳光等13家省及郴州
市农业产业龙头企业，并采取“公司+
基地+协会+农户”模式，引领农户
参与产业开发， 全县涌现各种种
养专业户2万多户。

在传统农业提质增效的基础
上，安仁县还利用当地资源优势，大
力开发中草药等新产业， 今年来已
引进新产业项目5个，开发中草药基

地近万亩，使全县形成了水稻、烤烟、食
用菌、 中草药等8大产业共舞的格局，农
村经济被进一步激活。 今年头7个月，全
县农业产业创总产值7.1亿元， 同比增长
17%。

本报8月13日讯 （通讯员 唐志君
彭静 记者 周勇军）8月11日， 桃源县
刚刚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317名优
秀学生、 家庭贫困学生以及今年洪水
受灾学生， 共领到助学款106.3万元。
这是该县连续第四年举办“帮联解民
难、爱心助学子”活动。

近年来， 桃源县为助推教育事业

发展，由县委、县政府统一部署，在每
年8月开展“帮联解民难、爱心助学子”
活动，并将其作为践行群众路线、关心
贫困学生、 重视教育事业的重要举措
来抓，将爱心助学活动打造成公开、公
正、透明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结合
作风建设“百千万”工程，该县每年帮
联学生不少于4000人， 资助贫困学生

350人以上， 并重点解决农民工子女、
贫困学生、 残疾学生等特殊群体有学
上、上好学问题。每位县级领导帮联2
至3名贫困中小学生，定期到贫困学生
家中，与学生及家长面对面交流沟通，
了解学生家庭生产生活状况、 困难原
因等，积极想办法解决困难，并进行心
理疏导， 在联系帮扶中做到既帮困又

扶志。
自开展“帮联解民难、爱心助学

子”活动以来，桃源县领导干部共走
访贫困学生5.7万余人次， 筹集发放
助学金713.8万元， 协调解决困难和
问题2.14万件， 帮助1.4万多名贫困
学生圆了读书梦，做到了困难学生全
结对、联系帮扶全覆盖。

东北汉子病倒岳阳街头，市民、警察、医院
爱心接力———

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本报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程垦华

“岳阳水美城美人更美！等我的病痊愈了，我要想办法在岳阳安
家。”8月13日下午， 躺在岳阳市中医院的东北汉子于得海告诉记
者，是岳阳人民给了他第二次生命。

于得海是吉林人， 常往来家乡与岳阳， 做些小本生意。7月25日中
午，他旧病复发，昏倒在岳阳火车站附近的马路边，奄奄一息。冥冥之
中，他隐隐约约感觉有热心市民靠近，听到有人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
110随后赶到了现场。于得海体重近100公斤，警察和市民合力将他抬
上车，火速送至市中医院。中医院马上开辟绿色通道，紧急抢救。

经诊断，于得海为肛周会阴部坏死性筋膜炎、败血症等，病情危
重，命悬一线。而他在岳阳无亲无故，当时身上仅带了400元钱……

“生命至上，全力抢救病人！”市中医院领导当机立断。医院马上
安排肛肠科和普外科会诊，联合进行了紧急手术。于得海顺利度过
危险期，转入普外科进行特别护理。

于得海没有亲人照顾，普外科主任徐吉良精心安排于得海住进
抢救室单独病房，派出科室的主任医生邓秋香和护士陈英等，专门
负责于得海的治疗和护理。手术后，于得海病情虽好转，但伤口流
脓，奇臭无比，医护人员每天坚持为他换2至3次药，擦洗身子；还买
饭喂饭，像亲人一样无微不至照顾他。

7月29日，于得海的弟弟赶到岳阳，医院再次为于得海进行了第
二次手术，使病情得到控制。于得海的治疗花掉2万多元，还欠医院
几千元医药费，生活费也成了问题。兄弟俩的困境，被细心的医护人
员看在眼里。8月6日，科室组织发动为他们捐款，2名实习护士也献
出一份爱心。

“困难只是暂时的，生活是美好的。”于得海好感动，“大家对我
情深似海，我会将岳阳人民的爱心传播出去。”

资兴现代农庄
带活休闲旅游

本报8月13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李强
辉 刘爱民）“喂， 这里是东江湖逸景营地休闲山
庄，有什么能帮您的吗？”日前，资兴东江湖逸景营
地休闲山庄一位客户经理办好3间预定房手续后
告诉记者，很多游客喜欢来山庄摘菜、煮饭，享受
自己的劳动成果，不提前预订，周末很难有空房。

今年来，资兴市加大现代庄园经济发展力度，
按照有主体、有基地、有加工、有品牌、有文化的发
展路径， 重点培育东江双溪洞示范片和流华湾示
范片，以及322、213省道和东江湖沿线大型现代农
庄，带动传统农业转型升级。

为支持庄园经济发展， 资兴市还以“以奖代
补”形式，对评为省五星级的休闲庄园一次性奖励
30万元，省四星级奖励15万元。对项目投资在2000
万元以上的农庄，给予一定补助。同时，利用当地
田园景观、自然生态、历史文化等，引导农业庄园
完善吃、住、行、游、购、娱等旅游基本要素，形成

“一庄园一品牌”。目前，全市已发展大型休闲农庄
30多家，今年1至7月实现经营收入1.8亿元，接待游
客41万人次， 并初步形成了双溪洞现代农业科技
示范文化、清江果园生态文化、流华湾古民居历史
文化、四季牧业“杀猪饭”湘菜系列文化及移民科
技园东江移民文化等品牌。

本报8月13日讯（记者 周勇军 通讯
员 贺欣初 盛克雄）8月11日晚， 石门县
雁池乡喻家边村妇委会主任覃国冬通过
微信语音， 告诉在上海打工的村民陈雪
姣，已为她代办好一孩生育证。哪知陈雪
姣情绪低落，原来她不小心流产了。覃国
冬连忙安慰她，生育证可以延期，并发送
一张满树苹果的微信图案， 祝她平平安
安。陈雪姣回复了一个“点赞”。

据了解，石门县计生局开展“微服

务”， 将全县500多位计生服务人员与
15万已婚育龄妇女的心连在一起，获
得广泛好评。

石门县已婚育龄妇女中， 有5万
多人在外打工，去年来，县计生局创
新服务举措，广泛开展“微信 、微讲
堂、微广播、微戏台、微关怀”等“微
服务”。全县380多个村（社区）的计
生专干大都建立了自己的微信群和
QQ群， 育龄妇女只需将身份证等证

照通过“微信”发过来，计生专干就会
为她们代办各类服务事项。 今年来，
全县就已通过“微信 ”受理“单独两
孩”申请58例。

石门县无微不至的计生“微服
务”，提高了群众对计生工作的满意率
与支持度， 连续获评全国计划生育优
质服务先进县、 全省人口和计划生育
模范县， 还赢得省第二届人口和计生
工作创新奖。

本报8月13日讯（记者 蒋剑平 戴勤
通讯员 余雄）“快请坐，请坐……你们上
门办事，让我们比以前方便得多了。”8月
12日， 在邵阳市双清区城东乡佘湖社区
三组李红梅、彭志亮家中，计生工作人员
应邀专程上门为这对夫妇讲解了新出台
的单独二孩政策。

为了让服务对象在计生中得到更
好的服务，今年起，城东乡坚持“服务

在计生，满意在群众”宗旨，让管理重
心下移，服务窗口前移，不断优化计生
环境。为此，城东乡计生办树立起“三
个心”服务标准，即通过开展发放帮办
绿卡和便民服务手册以及开展免费生
殖健康保健服务等工作， 让群众舒心；
推出“代理服务”和“按需服务”等一系
列特色服务措施，让育龄群众少跑腿,少
花钱,少找人，面对计生问题能够称心；

实行婚前至产后登门一条龙服务，并保
持对流入、流出的已婚育龄妇女发放宣
传品、 进行健康检查和查环、 查孕、查
病，计生工作做到时时与群众交心。

截至7月底，城东乡培训育龄群众
300余人次，提供各类生殖健康保健服
务2000余人次。

本报8月13日讯（记者 戴勤 蒋剑平 通讯员 陆京三）8月10日
上午， 年近8旬的老人谢某看到新邵县太芝庙乡村法律讲师侯所长
到指云小学上课时，他这个编外的大龄学员也端端正正坐在前面座
位上，仔细聆听讲师讲授关于法律方面知识，谢老告诉记者，“我来
听讲座，可以了解很多实用的法律常识，用处大着呢！”

为推进“法治新邵”建设进程，自去年起，该县实行“领导联
点、干部包村、镇乡负责、村（社区）为主、单位援建、以奖代补”的
工作模式，狠抓全县村（市）民法制学校建设工作。法制学校严格
按照“七有”标准建成，即：有管理机构、教学场地、师资队伍、教学
计划、教学对象、管理制度、教学档案。制定了学习内容、计划、活
动安排，有计划、分层次组织村民学习法律知识。全县的法制讲座
与矛盾纠纷调处、法律维权和重点工程建设等有机结合。

与此同时，该县财政安排专项经费35万元，按500元/村（社区）
标准以奖代补各法制学校；各镇乡财政按同等标准配发；县司法局
组织资金10万元，编印了《法律进乡村》、《法律进社区》、《以案说法》
等普法读物20万册免费发放到各法制学校。

截至目前，该县已建成法制学校480所，建成比例为141%。已开
设法制讲座730场次。调解矛盾纠纷1000多起。为群众挽回财产损
失500余万元。

8大产业舞活农村经济

万余名贫困学生圆读书梦

双清区城东乡

“三心”计生服务暖人心

新邵法律服务送到村

桃源

本报8月13日讯（徐荣 蒋睿 谭小
军）今天，湖南省公安厅在湘潭市公安
局雨湖分局召开新闻发布会， 推介了
该局在打击侵财犯罪的工作经验。据
介绍，该局今年1至7月，侦破现行侵财
案件213起，排名全省第一。

到目前为止， 该局今年先后组织
了12次返赃会， 将追回的价值上百万
元的摩托车、手机、电脑、现金等赃物
及时返还到人民群众手中。

为提高侵财案件的破案率， 该局形
成了局长、分管、联点副局长现场指挥、
直接侦办机制。凡发生团伙性、流窜性、
系列性侵财案件，局长、刑侦副局长和联
点副局长都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直接参
与案件侦破工作，与侦查员、技术员一起
勘现场、排线索、析案情，减少了决策层
级，提高了侦查实效。按照“以专业对职
业，以集约对系列，以联动对流窜，以精
确对隐蔽”的思路，该局突出视频作战、

集中研判、类案侦查、专项整治，应对侵
财犯罪新挑战。对某一时段突出的警情，
适时组织“短平快”的突击战。对案发现
场视频“逢案必调取、调取必分析、分析
必研判”， 使之成为破案的新增长点。同
时，通过印制防盗宣传卡，张贴卡通图案
和通俗易懂文字组成的宣传画， 走家入
户送上门，印制防盗抢“攻略”，提醒市民
强化防范。据统计，该局共发放宣传卡3
万多份，张贴标语、“温馨提示”5千多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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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门计生“微服务”获点赞

8月13日，澧县澧东乡十回村，农机技术员孟孝生（左）在帮村民戴先华安装微型脱粒机。今年该县调整农业
产业结构，指导农民发展玉米种植。微型脱粒机成为小规模种植玉米农户的首选农机产品，农机技术员纷纷上门
帮助安装并指导他们使用。 柏依朴 杨军红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