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刘凌 版式编辑 杨滨瑞

!"#$

!"#$%
&'()*+,-
./01(234
567'89:!"
;<=>?@2
ABCDE !"
#FGHIJK
LMNOPPPQ
R #$#% O(2S
T U V W $&%'
X6?8YZ([
\]<]5NT^
_` ( Tab(Y
Zc8defg
hi`jkl(m
nopE
!!"# $"

! " #

今天，晴天
明天，晴天到多云
南风 3级 28℃～36℃
张家界 多云 25℃～37℃

吉首市 多云 23℃～33℃
岳阳市 晴 29℃～35℃
常德市 晴 27℃～36℃
益阳市 多云转晴 28℃～37℃

怀化市 多云 24℃～33℃
娄底市 多云转晴 25℃～35℃
邵阳市 晴 24℃～33℃
湘潭市 晴 26℃～36℃

株洲市 晴 26℃～36℃
永州市 多云转晴 25℃～35℃
衡阳市 多云转晴 27℃～35℃
郴州市 晴 26℃～36℃

通讯员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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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8月3日讯 （记者 肖军 通
讯员 郭飞 梁平）8月2日， 在怀化市鹤城
区红星街道举办的网格化服务帮需现场
会上，张利军、刘俊等10个网格的30位居
民，现场签订了就业意向书；其他未签的
居民，拿到了社区网格长发放的就业服务
跟踪卡，网格长将为其就业提供帮助。

鹤城区是怀化市唯一的主体城区。近
年来，区委、区政府积极创新社区网格化
管理模式，以街道为一级网格、社区为二

级网格，并按照每800至1500人为一格的
标准，将64个城市社区划分为519个三级
网格。将社区管理、社区服务和社区自治
纳入网格，建立基础信息库；将市场监督、
社会管理、 公共服务等3项基础性政府职
责融入网格，落实到人；3000多名居住在
社区的党员干部认领了网格公益岗位，共
同承担网格管理、服务责任。

今年，鹤城区在街道、社区分设网格管
理中心、网格管理站，通过网格长、网格党

小组长与网格指导员、警员、信息员等“两
长三员”的优质服务，实现社会管理重心下
沉、关口前移。该区还为所有网格长和社区
民警、协警配备手持移动终端，实时记录、
拍摄、上传辖区内社会事件和居民诉求，使
各级各相关部门能在第一时间掌握基层
情况，解决基层问题，形成“小事不出网
格、大事不出社区”的新格局。

通过网格无缝隙管理、 精细化服
务，鹤城区实现了“把服务民生落实在

网格，把困难问题解决在网格，把矛盾纠
纷化解在网格”的目标。据统计，今年上半
年，全区集体上访数、信访量、治安案件发
案数、“两抢一盗”发案数，同比分别下降
了45%、30%、27.6%、36.3%。

湖南日报8月3日讯 （记者 邹仪 通
讯员 欧阳友忠 骆力军 ）7月27日下午，
宁远县东溪街道办事处10多名工作人
员，冒着炎热酷暑，为辖区内石板塘、逍
遥岩等10个居委会， 安装崭新的村名标
识牌，方便车辆和群众出行。7月底，该办
事处辖区内的20个村(居)委会全部换上
新的村牌,展示出新的乡村风貌。这是该

县开展“一学二比三提升”主题活动带来
的新气象。

宁远县注重拓展和延伸“三严三实”
内涵，开展了“一学二比三提升”主题活
动，即：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比事创业、比廉洁从政，提升班子战
斗力、提升干部执行力、提升发展软实力。
县里印发了实施方案，规定各级党委（党

组织）主要负责人带头学、带头讲党课、带
头撰写心得体会，提升道德修养和理论水
平。县委书记刘卫华带头讲党课，70多名
县级领导、100多名科局一把手人人上党
课。 县里大力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
从县直单位选派“第一书记”和工作队进
入70余个村开展整顿和扶贫工作。

“一学二比三提升”主题活动，提振了

干部的精气神， 凝聚了干事创业强大合
力，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上半年，
县工业园入驻新兴产业企业23家，在建项
目32个。 全县完成工业总产值63.8亿元、
规模工业增加值12.13亿元、 固定资产投
资60.89亿元 ， 同比分别增长 18.52% 、
14.6%、15.7%；实现财政总收入5.88亿元，
同比增长22.2%。

广东百草堂
落户浏阳经开区
项目总投资30.8亿元，投产后每年可

实现创税2亿元
湖南日报8月3日讯（陶芳芳 陈俊杰）今天，广东百草堂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浏阳经开区举行签约仪式， 百草堂正式落
户浏阳经开区。根据协议，公司将在园区投资30.8亿元建设高
端OTC药品、化妆品、保健饮料生产基地项目。据了解，这是今
年浏阳经开区签约的第二个投资总额超30亿的项目。

“北有同仁堂、南有百草堂”。广东百草堂前身名为“草
庵”，创建于公元1409年，距今有600多年历史，1997年正式
组建广东百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致力于中草药在皮
肤健康、口腔健康、母婴健康、保健饮料、美容美发等大健康
领域的现代化应用。落户浏阳经开区的百草堂项目占地250
亩，项目全部投产后5年内预计可实现年产值50亿元，税收2
亿元以上。

“此次广东百草堂项目的落户，将进一步拓展浏阳经开区
医药产业的产业链，助力园区产业新发展。”园区相关负责人
介绍。据了解，园区大力发展生物医药这一主导产业，今年上
半年新签约湖南百沃丰医药有限公司、 湖南华纳大中药有限
公司等5个相关项目。按照计划，未来5年，园区生物医药产业
方面还将引进2至3家国内外顶尖的科研机构，培育和引进3至
5家年产值过50亿元、5至10家年产值过30亿元的制药企业，
促成3至5家国内知名药企来园参股、控股制药企业。

“一切为了群众
的出行安全”

湘潭主干道2703座井盖得到修整
湖南日报8月3日讯 (曹辉 蒋睿 李一

凡)“以前开车路过建设路口，井盖‘咣当’
响，提心吊胆的，现在安心多了。”7月30日
上午，高温炙烤着大地，家住湘潭市岳塘区
下摄司街道的市民赵先生给冒着高温整修
井盖的市政维护施工人员递上了一壶凉
茶。据现场工作人员易小沛介绍，这是近期
整修井盖任务的最后一座。“这不仅是为了
城市道路的平整和美观， 更是为了群众的
出行安全。”

随着湘潭市获评“全国文明城市提名
资格城市”， 该市又马不停蹄地踏上了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征程。作为参评的重
要指标———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湘潭市住
建局市政设施维护管理处挑起了这一项
任务的大梁。 由于载重车辆频繁通行、部
分使用年限较长等因素，导致部分道路出
现井位沉陷、井盖破损等现象。为此，他们
从2011年起，就对全市主干道的井盖进行
全面摸底，采用“无高差对接”工艺对所有
破损井盖进行维修。实施这个工艺的关键
在于增添了一块混凝土井圈， 与之前相
比，井盖受力更加均匀，使用寿命也会更
加长久，4年来，他们已经整修了2703座井
盖。

湘潭市住建局市政维护管理处相关负
责人表示，今年以来，他们已完成387座井
盖的“无高差对接”施工。只要道路上有检
查井破损的情况，“无高差对接” 工艺将会
一直持续下去。

为老年人家庭
撑起“防护网”

醴陵1.7万多老年人参加意外伤害保险
湖南日报8月3日讯（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肖迪强）“今

年5月上旬，醴陵市全面启动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工作，至7
月底，参保人数达17934人，参保率居株洲市第一。”日前，株
洲市老年人保险工作会议在醴陵市召开， 醴陵市在会上表
示，力争到今年底，该市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参保人数达到
3.3万人，从而为老年人家庭撑起一道“防护网”。

据了解，醴陵市现有60岁以上老年人17.1万人，占总人
口的16.2%。今年初，该市民政部门在市里开展的“连心解
困”大走访活动中，发现老年人意外伤害事件发生较多，于是
联合中国人寿醴陵支公司， 发动老年人参加意外伤害保险，
以推进社会养老。 当地55周岁至80周岁的女性和60周岁至
80周岁的男性，均可购买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每人每年交
100元保费，若发生意外伤害，最高可赔付8.4万元。同时，醴
陵市政府还按照每人投保27元、 保险公司补贴3元的标准，
为五保、低保等五类困难老年人购买意外伤害保险。

沅江警方抓获
15年前一命案逃犯

湖南日报8月3日讯 （通讯员 阳丽萍
康固生 记者 杨军）7月下旬， 沅江警方在
贵州省黔南州都匀市一安置房里， 将隐姓
埋名15年并已局部整容的涉嫌故意杀人的
网上逃犯张某红成功抓获。目前，犯罪嫌疑
人张某红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拘， 案件正
在进一步侦查中。

2001年1月17日21时许， 受害人谭某
与犯罪嫌疑人袁某平在沅江市泗湖山镇老
菜场附近发生口角，谭某邀集李某丰、许某
明、肖某胜等人，袁某平电话邀集张某红、
邓某华、吴某华等人赶到现场，双方发生群
殴。在双方打斗过程中，张某红用刀在谭某
身上猛刺，肖某胜见状过去将张某红推开，
随即将谭某送往医院救治， 谭某最终因抢
救无效死亡。案发后，张某红等人迅速逃离
现场。

命案发生后， 沅江市公安局相继抓
获了6名涉案人员，张某红在逃。2015年
7月初，经多年不懈努力和缜密追踪，沅
江警方掌握到了嫌犯张某红的重要信
息。 在贵州省警方密切配合下， 成功抓
获张某红。

无缝隙管理 精细化服务

鹤城区一“网”网尽社区事

宁远“主题活动”聚力促发展
上半年实现财政总收入5.88亿元，同比增长22.2%

欧阳倩 龙文泱 肖萍

左手挑起一绺头发，右手拿剪刀，“咔
嚓、咔嚓”，在丰玉质的巧手下，不到20分
钟，35岁的张艳就有了一头精神的短发。

要给张艳理发可不容易。 她患有智
障，情绪不稳定，害怕陌生人，不少理发
店都不愿意收这个客人。 丰玉质却上门
服务，还分文不取。

张艳家没有空调， 理发不方便开风
扇。在7月底的盛夏时节，不一会儿，丰玉
质的衣服就被汗湿透了。理完发，张艳拿
着镜子左看右看，满意地“嘻嘻”笑。张爸
爸感激地对丰玉质说：“玉质， 多亏了你，

艳艳理头发也只有你才搞得定。”
在长沙市芙蓉区荷花园街道荷晏社

区，52岁的丰玉质是有名的义务理发师，
专门为社区内的老人和困难居民免费上
门理发。为什么想到义务理发呢？

那是2007年， 丰玉质搬到荷晏社区。
“社区里面老人很多，而且许多人生活很困
难。有些空巢老人很贫困，舍不得花钱理
发；有的老人卧病在床，去不了理发店。看
着他们头发乱糟糟的， 我心里很不好受。”
丰玉质想，“不如我来给老人们理发？”

她立刻花300元买了剪刀、 梳子、围
裙、剃刀。问题来了，从汨罗纺织印染厂
下岗前，丰玉质从来没有接触过理发，头

发剪坏了，或者弄伤人怎么办？她把亲戚
朋友都“抓”来做实验，苦练了几个月，终
于练到10分钟就能理一个头。于是，她满
怀信心去给老人们服务。时间长了，丰玉
质心里有了一张时间表， 哪个爹爹娭毑
几号理了发，下一次应该什么时候理发，
不用叫，自动上门。

“玉质帮我理了7年的头，你看，剪得
好看，还省了不少钱！”丰玉质的“常客”
贺娭毑直竖大拇指。

面对老人们的夸赞，丰玉质只是说：
“老人们和我们的父母年纪差不多，谁不
希望自己的父母体面干净地活着呢？我
只是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东安县文物部门近日在全县开展文物古迹、遗址普查时，在大庙口镇石瑞村新发现一座明代石拱桥———舜石桥。桥长
60米、宽5米、高10米。桥面铺54块青石板，桥身青藤缠绕，显得古拙厚重。经查阅光绪年间的东安县志记载，舜石桥建于明朝
万历年间，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科学研究价值。 湖南日报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唐明登 摄影报道

8月2日，保存完好的黄沙堡蔡氏“节孝坊”。宜章县黄沙古
堡是我国南方地区保存完好的古城堡，始建于明永乐六年，为
明代屯兵、戎卫军事要塞。堡内保存着大量的石碑、拴马石、旗
杆石和一座完整的石牌坊。 朱德和陈毅曾率工农革命军在此
开展农民运动。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刘从武 摄影报道

8月3日， “敦伦第”斗檐墙工艺精湛，雕刻的动物栩栩
如生。近日，东安县文物管理所在大庙口镇石瑞村发现一座
保存完好的明代建筑———“敦伦第”。 该古建筑占地面积约
500平方米，已有400余年历史，砖木结构，建筑风格独特，设
计建造精美，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

唐明登 摄

下岗女工给社区老人、困难居民义务理发8年———

巧手仁心丰玉质

老百姓的故事
中国新闻名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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