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3月22日讯 (周俊 李亮
潘和平 )近日，在冷水江市锡矿山地区生
态修复造林示范基地，近1000名干部群
众分工协作，栽下2万株抗污苗木。据了
解，今年，冷水江市计划在锡矿山地区种
下万亩抗污林， 持续改善该地区生态环
境。

锡矿山地区有“世界锑都”之誉，但长
期进行锑开采与冶炼，造成严重大气、土壤
和水源污染，生态环境恶化，土地石漠化面
积达8万亩，中心污染区面积达2.2万亩。恶
劣的生态环境影响当地群众生产生活，也
影响了资江和洞庭湖水域生态安全。2011
年， 冷水江市决心修复锡矿山地区生态环

境， 连续6年把锡矿山地区作为全市义务
植树主战场。去年投入1500万元，启动锡
矿山地区生态植被修复万亩造林工程。同
时，编制矿山地区生态修复规划，把锡矿山
地区生态修复列入“两型社会”建设重点，
集中全市力量，力争用5到10年时间，全面
完成矿区复绿。

目前， 锡矿山地区已种下大叶女贞、
楸树等抗污染树种19万株， 完成高标准
造林1.8万亩，昔日“癞头山”重新披上了
绿装。冷水江市委书记李建华表示，希望
通过义务植树， 让全社会关注和支持锡
矿山地区生态环境修复， 将荒凉矿山变
成绿色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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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3月22日讯（记者 徐典波 通讯
员 徐波 李芳）今天，岳阳赴武汉举办2017年

“四海揽才”(武汉) 春季人才招聘活动新闻发
布会。岳阳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委人才
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瑰曙发布人才“招贤
令”： 该市182家企事业单位挑出1375个岗位
面向全国招揽人才。

近年来，岳阳市委、市政府为广泛集聚各
类优秀人才，大力实施巴陵人才工程，推出重
点人才支持计划。岳阳市副市长李为介绍称，
岳阳已连续两年成功在武汉、深圳、长沙等地
举办多场招聘活动， 引进各类优秀人才1500

余人，带动全市引进各类人才2万余人，为谱
写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的岳阳篇章提供了人
才保障和智力支撑。

岳阳与武汉已连续3年联袂举办人才招
聘活动。 今年3月24日将在武汉举办2场专项
招聘会，参加的事业单位138家，主要集中在
教育、医疗等行业；企业单位44家，涉及设备
制造、能源化工等行业。从薪酬结构来看，年
薪4万以上的岗位942个， 湖南喜味佳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和湖南城陵矶新港区管理委员会
双双开出100万元年薪，招聘营销总监和主任
助理。岳阳将推出绿色通道、安家补助、工作

补助、政府奖励等七大优惠政策，符合条件的
引进人才最高可享受100万元安家补助或50
万元的工作补助，还可享受为期3年的生活补
贴，有重大贡献者最高可给予100万元的政府
奖励。与此同时，该市还设立“引进高层次创
新创业人才服务窗口”，为引进人才提供“一
站式”服务。

发布会上， 岳阳市与华中科技大学双方
代表签订了《人才合作框架协议》。至此，岳阳
市委、市政府已与武汉大学、武汉理工大学、
武汉工程大学等4个高校签署了人才战略合
作协议。

湖南日报3月22日讯 （记者 戴勤 蒋
剑平 通讯员 梁任治 彭迎春）日前，洞口
县西中集中供水二水厂开工建设。 该厂总
投资1250万元，预计今年底建成，可解决
1.2万农村人口饮水安全问题。

作为省级贫困县，洞口县尚有28万农
村人口急需解决饮水安全问题， 其中包含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6.38万人。去年，该县水
利部门将农村饮水安全全覆盖定为水利
扶贫硬指标，力争2018年前实现全县农村
饮水安全覆盖、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00％
用上放心自来水。

为了破解资金难题，去年下半年以来，

洞口县利用县水利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融资
平台， 将农村贫困人口饮水安全扶贫攻坚
工程打捆申报，成功融资1.9亿元。为了合
理规范使用这些资金， 县政府规定千吨万
人级集中供水工程由县水利建设投资有限
公司采取PPP模式组织实施， 其他单村或
联村集中供水工程由乡镇组织实施。

有了资金， 洞口县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建设步伐加快。今年，计划投资1.54亿元，
新建千吨万人级集中供水工程6处、 村级
集中供水工程125处， 可解决农村15万多
人饮水问题， 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3.48
万人。目前，已有65处工程开工。

湖南日报3月22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张志波 李涛） 近日，“廉洁清风进
我家”系列活动在衡阳市南岳区拉开帷幕。
当天举行的“廉洁齐家”专题讲座上，南京
师大教授郦波给当地200多名党员干部讲
了一堂“家风与家训”课。

“家风清明，如春风化雨；家风贪奢，
则污秽尽来。” 南岳区纪委负责人介绍，
去年3月，区纪委、监察局联合区妇联，启
动“好家规、好家训、好家风”征集活动，
共征集相关作品109条。去年8月，区委宣
传部举办“文明奥区论文明” 电视辩论
赛，就家风问题进行了辩论。同时，积极

挖掘当地宗教文化、寿文化、抗战文化等
文化资源中蕴含的廉洁元素， 推动廉洁
文化进景点规划、进旅游项目、进景区门
票。深入挖掘当地廉洁文化资源，完成了
方广寺、 二贤祠廉洁文化示范基地建设
规划。

南岳区还注重学宣结合扬家风。在
今年3月上旬举办的“廉洁家风大讲堂”
上，区里200余名干部及家属聆听了一堂
精彩的廉洁家风课。 并展出一批家规家
训家风方面的优秀作品，举行了“廉洁清
风进我家”知识抢答赛，以赛促学、以学
促行、以教促廉。

湖南日报3月22日讯 （记者 姚学文）昨
天，湘籍钢琴家“牵手”湘西留守儿童、圆贫
困孩子音乐梦想的捐助活动， 在长沙举行。
国际著名青年钢琴家沈诗哲向永顺县砂坝
镇官坝完全小学20名孩子捐款5万元， 并决
定今年8月在该校建湖南省第一个“沈诗哲
爱心音乐教室”。

现年20多岁的沈诗哲，湖南湘潭人，6岁
学习钢琴，多次获国内外大奖，足迹遍布亚
洲及欧美乐坛，被誉为国际上最具代表性的
青年钢琴家。

官坝完小现有191名学生， 多数孩子家
庭贫困，父母常年在外打工。一次偶然的机
会，沈诗哲了解到这些孩子的情况，很想为
这些孩子做点事情。

官坝完小负责人介绍， 音乐是很多
山里孩子的梦想。 很多孩子特别喜欢唱
歌，每当思念远方的父母和亲人，孩子们
都会用音乐来表达自己的渴望。 但是在
农村，学校没有专业的音乐老师，没有音
乐室和像样的乐器。沈诗哲的爱心，令人
感动。

“从小我就有公益的梦想，希望通过自
己的努力，帮助到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沈诗
哲动情地说，“今天我终于做到了，这是我第
一次做公益，但不会是最后一次，希望更多
爱心人士和我携手， 共同建立一个又一个
‘沈诗哲爱心音乐教室’”。

湖南日报 3月 22日讯 （记者 张颐佳 ）
近日， 记者从长沙市开福区正在召开的
“两会” 上获悉， 今年该区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力争比去年增长10%， 达到逾146亿
元。

去年， 开福区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33.35亿元，比上年增长11%。支出中，民生

占比进一步提高。教育、科技、文化、社保、医
疗等民生民本支出达54.41亿元，占区本级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的83.15%。

今年， 开福区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占比最大的为教育14.48亿元，一般公共服务
12.46亿元、 城乡社区提质提档9.92亿元，占
比分别列第二、三位。

岳阳联袂武汉发出“招贤令”
100万元年薪全国揽才

融资1.9亿元
洞口加快农村饮水安全覆盖

家风清明 春风化雨

南岳区以“家廉”助“政廉”钢琴家“牵手”
湘西山区贫困学子

让更多农村孩子圆音乐梦

3月22日，桂东县桥头乡红桥社区，茶农冒雨抢摘“明前茶”。随着天气回暖，该乡30000余
亩茶叶进入“明前茶”最佳采摘期。茶农们抢抓时机，采摘茶叶，抢占春茶市场。 邓仁湘 摄

“明前茶”开摘

开福区力争财政收入逾146亿元

冷水江市让锡矿山重披“绿衣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