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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64岁的双峰县甘棠镇祠堂湾村贫困户刘
赐来，看着村里一天天在变：先是两个组争斗
了近半个世纪的水井扩为池塘蓄水， 全村人
都喝上了自来水； 后来村上的道路全部得到
了硬化，又修建了村级活动中心和健身广场，
种了树，装了路灯，村子一下子美了起来；再
后来，村上的石头山上种满了牡丹、芍药，吸
引了十里八乡的人来游玩；如今，村里打造了
50亩红心猕猴桃基地、50亩黄鹂芽茶基地以
及600亩油茶林，每天光在基地干活一人就有
100多元的收入。

看到记者， 刘赐来高兴地说：“这都搭帮
党的精准扶贫好政策， 石头山里迎来新希
望。”

祠堂湾村，距上世纪60年代“农业学大
寨”的示范点野鸡坪不到10公里，山脉相连，
顽石遍野，同是“干死蛤蟆、饿死老鼠”的地
方。 该村有12个村民小组、286户1169人，到
2014年底仍有贫困人口282人。 村里四分之
三的村民散居在石头旮旯里， 人均耕地仅
0.4亩，2014年人均纯收入不足2300元。刘赐
来家是典型的因病致贫户，他94岁的老母亲
已经卧病在床10年。10年来， 他们夫妇俩尽
心照顾，毫无怨言。很多村里人外出打工赚
钱，他们夫妻俩却守着薄田，伺候着老母亲 ,
生活清苦。

2015年上半年， 省审计厅扶贫工作队进
驻祠堂湾村时，村里正被地里用水问题困扰。
这时，湘西十八洞村传来“在外租地1000亩种
猕猴桃”的消息，扶贫工作队与村支两委思路
开阔了：石头山里怎么脱贫,种水稻太耗水，何
不改种猕猴桃？经当地农科所化验，村里土壤
适合种植猕猴桃。尽管如此，能否结果？是否
好吃？大家心里都没底。

村党支部书记刘进晚带头，率先试种30
株猕猴桃，没想到第二年就挂了果。一尝，肉
多汁甜，美味可口。第二年，村里成立猕猴桃
农民合作社， 其中13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入
社，种了50亩红心猕猴桃。每亩土地流转租

金400元， 务工农民人均月工资2000多元，
大家不用去争水了，贫困户也有了稳定的进
账。村试验田里，竟有一根藤结了近500颗猕
猴桃，密密麻麻如葡萄串串，被游客称为“脱
贫果”。

2016年，刘赐来在扶贫工作队帮扶下，也
种了一亩红心猕猴桃，精耕细作，当年就挂了
果，收入2000多元。今年，猕猴桃长势更好，有
望收入翻番。为了争取早日脱贫，去年他在山
里开荒，又种了2亩瞿麦草。记者见到他时，他
正快乐地背着从地里收割来的50多公斤瞿麦
草走在回家的路上。

除了缺水，祠堂湾村还缺地，漫山遍野
都是顽石。 可在扶贫工作队队长王惠春看
来， 顽石也是宝贝。“这么多惟妙惟肖的石
头，何不利用起来，打造双峰的石林 ,发展乡
村游？”扶贫工作队与村支两委发动群众，在
石头缝里种上了100亩牡丹、芍药，打通了

环山游便道。今年春天，牡丹花、芍药花争先
绽放在石头山上，吸引了近万名游客前来观
赏。“几家农家乐每天生意火爆，有时一天就
赚几千块钱。牡丹、芍药的根，还是有名的中
药材， 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王惠春盘算
道。

通过扶贫项目的支持， 祠堂湾村今年还
对水、电、路等基础设施进行了全面升级，新
建了60千瓦的光伏电站， 实现多产业联合发
力。“今年，村里37户贫困户将全部脱贫，贫困
村整村出列。”刘进晚信心十足，并向记者发
出邀请：“再过两个月，来吃猕猴桃!”

石山种出“脱贫果” 湖南日报6月29日讯（记者 左丹）自6月
30日起，湖南省2017年军队院校招生将进行
军检面试。今天，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对外公
布了《湖南省2017年军检工作手册》。据该手
册显示，今年体检项目及标准有较大调整。

从今年起， 军校招生体格检查严格按
照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 中央军委后勤保
障部、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联合颁发的《军
队院校招收学员体格检查标准》。新修订的
体检标准分10章共68条，在原标准基础上
增加了11条，内容进行了较大调整，如：增
加了心脏超声、血清肌酐、血清尿素、空腹
血糖和妇科超声5项辅助检查项目， 细化
明确了装甲、测绘、水面舰艇、潜艇、潜水、
空降、雷达和特种作战等特殊专业的身高、
视力、骨关节、心血管、耳鼻喉和口腔等项

目合格标准，增加了低视力者的矫正视力、
屈光不正矫正术后眼底检查项目， 进一步
细化增加了7项女性学员不合格标准，将
体检标准上限放宽了5％， 调整放宽了文
身、瘢痕等部位的大小规定，传染性麻风病
人接触史、晕车、晕船、慢性副鼻窦炎等检
查项目予以取消。

省教育考试院提醒， 今年湖南省军检
集中在解放军第163医院进行， 凡在非指
定医院体检或复查的，结果一律不予认可。
军检结束后， 省军区招生办将军检结果在
“湖南省军校招生” 微信公众号及时公布；
省教育考试院将军检面试合格考生名单、
不合格考生名单，通知各县市招办和中学。
考生可到县市招办和中学查询，或登录“湖
南招生考试信息港”网站查询。

湖南日报6月29日讯（记者 左丹 ）今
天下午6时30分， 湖南省教育考试院、湖
南省军区招生办对外公布了2017年军队
院校在湘招生军检控制分数线，具体为：
理工类男生499分、女生554分；文史类男
生550分、女生625分。

此军检控制分数线是根据军队院校
招生工作的有关文件精神， 依据考生志愿

和上线人数划定的。省教育考试院提醒，凡
符合军队院校招生报考条件， 填报了军事
院校志愿且达到上述相应分数要求的考
生， 可根据湖南省军队院校招生体检面试
计划安排，前往军检站点参加体检和面试，
具体日程安排及有关要求可登录“湖南招
生考试信息港（http://� www.hneeb.cn）”
查询。

湖南日报6月29日讯（通讯员 易峥嵘
记者 刘文韬）6月26日至27日， 省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王柯敏率队赴长沙、 益阳就华
侨权益保护情况开展专题调研。

调研组一行在长沙考察了岳麓区桔
子洲街道学堂坡社区、 长沙市高新区侨梦
苑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和创业服务中
心等侨务工作示范单位， 在益阳考察了国
基实验学校、欧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湖
南黑美人茶叶股份有限公司等侨资企事
业单位，并分别听取了长沙市、益阳市关于
华侨权益保护工作情况汇报。

据介绍， 长沙共有侨务对象20万人，
其中海外华侨华人12万人、 归侨侨眷8万
人， 有侨资企业1000多家，2016年长沙高
新区被国务院侨办批准为全国第9家国家
级侨梦苑。益阳是著名侨界领袖、华侨教育

家、原中国侨联主席张国基的故乡，全市共
有归侨侨眷近3万人，侨资企业80多家。近
年来， 这两市政府高度重视华侨权益保护
工作， 认真执行涉侨法律法规， 在维护侨
益、凝聚侨心、汇聚侨智、发挥侨力方面，取
得了较好成效。

王柯敏充分肯定了长沙、 益阳在华侨
权益保护方面所做的工作。他指出，要深入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
论述，进一步解放思想，提高认识，把做好
侨务工作作为贯彻落实省委创新引领、开
放崛起战略的重要抓手，摸清侨情，加大引
资引智力度。要根据我省侨情实际，完善和
创新相关政策措施， 形成浓厚的爱侨护侨
氛围，切实保障华侨合法权益，认真做好顶
层设计， 加强统筹， 努力形成侨务工作合
力。

爱侨护侨 引资引智
王柯敏调研华侨权益保护情况

湖南日报6月29日讯（记者 邓晶琎）28日
至29日， 副省长张剑飞率省直相关部门赴华
菱涟钢、华菱衡钢调研钢铁业生产经营情况。
他强调，钢铁企业要抓住机遇，以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深入推进企业转型升级，降本增效。

在涟钢8号高炉生产线和主控室、冷轧板
厂和节能发电中心， 张剑飞详细了解生产运

营情况。在衡钢石油管生产线项目车间、百达
先锋新能源公司控制室， 了解到企业扭亏向
上态势明显时， 张剑飞鼓励企业开创转型发
展新局面。

在听取了相关负责人关于涟钢、衡钢生产
经营情况的汇报后，张剑飞指出，省委、省政府
高度重视钢铁企业生产发展。随着国家宏观政

策调整，去产能力度加大，钢铁产业驶向了良性
发展轨道。涟钢、衡钢要抓住市场向好、价格上
扬、需求较旺的机遇，提振信心，加大市场研究
力度，深入推进供给侧改革。一方面，要不断创
新技术、开拓市场；另一方面，要继续深入改革，
降本增效。

张剑飞强调， 今年是国企改革各项政策
措施落地之年，娄底、衡阳要深刻理解、全面
贯彻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大力支持钢铁企
业转型升级，加大企业周边环境整治，支持企
业“三供一业”分离移交，牵线搭桥帮助解决
市场难题，确保企业安全稳定生产运营。

张剑飞在涟钢衡钢调研时强调

以供给侧改革推进转型升级

湖南日报6月29日讯 （记者 奉永成） 今
天，省安委办会同省公安厅、省监察厅、省环保
厅、省国土资源厅、省商务厅、省工商局、省安监
局、省煤炭局和湖南煤监局召开嘉禾县关闭煤
矿矿区非法冶炼厂重大事故风险警示约谈会，
警示约谈了嘉禾县政府及相关部门负责人。

约谈要求，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必须彻底，
一旦发现问题和隐患，要立即行动起来，马上

督查、及时整改，并启动问责机制，采取管用
的措施将隐患及时消除。

6月20日，湖南煤监局工作组在郴州市嘉
禾县暗访督查时发现， 位于嘉禾县坦坪镇境
内的湘煤集团嘉禾矿业有限公司黄牛岭工区
煤矸堆放场正在建设非法冶炼窝点， 且擅自
打开了已于2014年关闭退出的原田心村煤矿
井口，计划用风筒向井下排放废气，存在重大

安全隐患。
省安委办认为， 嘉禾县关闭煤矿矿区非

法冶炼厂存在的安全隐患与株洲攸县吉林桥
煤矿“5·7”气体中毒事故中的情形极为相似，
一旦引发事故，后果不堪设想；“5·7”气体中
毒事故发生后， 全省对关闭矿井实施了地毯
式清查，对固废物资回收开展了专项整治，此
处重大安全隐患暴露出一些地方和企业受利
益驱动，在高压严管之下仍然麻木不仁，置人
民的生命财产于不顾。要深入反思，查找问题
症结所在；高度重视，立即开展安全生产大检
查；齐抓共管，形成高压严管态势，严防安全
生产事故的发生。

非法冶炼厂向关闭矿井排放废气
省安委办约谈嘉禾县政府

湖南日报6月29日讯 （记者 陈昂昂）今
天，由省政协民宗委和民建省委承办的“我省
宗教活动场所公共安全管理” 界别协商会在
长沙召开。省政协副主席葛洪元出席会议。

做好我省宗教活动场所安全管理工作事
关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
关宗教领域及社会和谐稳定。 省政协主席会

议将“我省宗教活动场所公共安全管理”作为
2017年的界别协商议题之一， 今年2月至6
月，省政协组织调研组深入7市11县区，开展
了大量调研工作。

会上， 省政协委员李壮丽、杨先杰、施爱
平、梁志强、段安娜、姚增谊、释大岳、马涌奇、
张光耀、释怀梵、释悟圣和民建省委专职副主

委罗亚军作了发言。省委统战部、省综治办、
省委网信办、省民宗委、省公安厅、省财政厅、
省住建厅等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分别作回
应发言。

葛洪元指出， 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
深刻认识做好宗教工作的重要性， 深刻理解
宗教工作的本质是群众工作， 同时准确把握
当前的新形势。 要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
社会相适应。 要切实解决宗教活动场所安全
领域的主要问题， 共同努力推动全省宗教场
所公共安全管理不断加强。

省政协召开界别协商会
葛洪元出席

6月20日，双峰县甘棠镇祠堂湾村，猕猴桃挂满枝头。 王惠春 摄

高考招生关注

军检项目及标准有调整

军队院校在湘招生军检控制分数线公布

湖南日报6月29日讯 （记者 沙兆华）
作为“给力新湖南，献礼十九大”系列活动
之一，由湖南省直机关工委、湖南日报社、
湖南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创新·开放—
新湖南”青年论坛，将于7月5日在长沙开
讲。

去年，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明确了“创新
引领、开放崛起”战略，并将它提高到“要让
创新、开放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驱动富
饶美丽幸福新湖南发展愿景加快实现”的
新高度，在社会各界、各行各业中引起了强
烈反响。 本次论坛将围绕贯彻落实省委的
决策部署， 引导省直机关党员干部紧跟省
委步伐主动作为，更好地汇智聚力，为建设
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贡献力量， 以实际行

动献礼“七一”和党的十九大。
论坛期间，将有来自经济、科技、文化、

生态、 开放和扶贫等各个领域的党员干部
和青年代表，围绕服务“创新引领、开放崛
起”发展战略进行主题演讲，表达观点、积
极建言、展示风采。

论坛举办期间， 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和
省内相关领导也将齐聚论坛， 围绕湖南创
新和开放发展与各领域优秀代表进行思
想碰撞和经验交流。

主办方还将发出“我为新湖南作贡献”
的倡议， 鼓励和号召广大党员干部更好地
发挥示范、引领、辐射、服务作用，担当新使
命，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与力量。

“创新·开放———新湖南”青年论坛即将开讲

湖南日报6月29日讯（记者 胡信松 朱
晓华）今天，由省国资委党委联合湖南日报
社共同打造的“湖南国企党建网”和“湖南国
企党建APP”正式上线，标志着我省国企党
建工作运用“互联网+”迈出了新的步伐。

湖南国企党建网和湖南国企党建APP
的上线， 是省国资委党委深入贯彻落实全
国、 全省国企党建工作会议精神的部署要
求，呼应传播新趋势，为湖南省国企强“根”
固“魂”推出的新举措。

湖南国企党建网、 湖南国企党建APP
新媒体平台，与湖南日报社“新湖南云”互
联共融，共享云稿库、政务云数据。设有党

建要闻、权威声音、廉政建设、在线学习、党
员信箱等13个子栏目，所有内容均围绕加
强国有企业党的建设、 做强做优做大国有
企业，由省国资委党委权威发布。

湖南国企党建网、 湖南国企党建APP
将围绕国企党建的核心要义、 省国资委党
委的中心工作，综合应用文字、图片、动图、
H5、直播、视频、智能抓取等新技术手段，
打造国企党建全新宣传融媒体平台。 突出
“宣传+服务”，凸显“共建+互通”，党建要
闻即刻送达、掌上党课随时开讲、支部建设
步步留痕、组织生活全程记录、线上线下温
暖互动。

� � � � 湖南日报6月29日讯 （记者 李传新
黄巍） 今天上午，2017年全国食品安全宣
传周（湖南）启动仪式暨全省食品安全“三
小”治理经验交流会在怀化举行。副省长向
力力出席并讲话。

此次活动由省食品安全委员会主办，
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怀化市政府共
同承办。 活动主题是“尚德守法，共治共享
食品安全”。怀化、长沙、株洲、娄底4市就食
品安全“三小”治理工作进行了经验交流。

向力力表示， 抓好食品安全是人民群
众所盼、产业发展所需、政府责任所系。 食
品生产小作坊、 小餐饮和食品摊贩的“三

小” 治理虽然艰难， 但只要下决心下力气
抓，完全可以抓好。 他强调，“三小”治理关
键要抓好三条。 一是坚持依法治理。 将“三
小”治理导入法治化轨道。二是坚持规范有
序发展。三是坚持示范引领。各地要因地制
宜，盯住市场需求大的重点产品，集中力量
抓出成效。 向力力要求， 全省要巩固提升
“食品安全护苗行动”成果，并部署开展“保
健食品安全护老行动”。要进一步深化食品
安全监管领域“放管服”改革，为食品产业
发展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 要进一步
强化评议考核结果运用， 切实增强食品安
全评议考核的威慑力。

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湖南）在怀化启动
向力力出席

湖南国企党建网、湖南国企党建APP正式上线

湖南日报6月29日讯（记者 柳德新 刘勇
通讯员 张文俊）今天，副省长、省防指指挥长
杨光荣主持召开省防指防汛会商会， 要求突
出防御重点，做好抢险准备。

会商分析， 本轮强降雨从22日开始，可
能要持续到7月3日。截至今天，我省今年6月
份的降雨量已达338.8毫米，超过1998年6月

份。
杨光荣强调，突出6个防御重点。一是加

强山区的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防
御。从历史数据分析，山区山体滑坡、泥石流
死亡的人数是湖区洪涝灾害死亡人数的10
倍，是防汛难点、重点。二是加强江湖防守。不
论是湘资沅澧四水还是洞庭湖区， 还是各条

支流，一旦达到警戒水位，各类防汛责任人必
须按照防汛预案，迅速到岗到位，组织查险、
处险、守险、抢险。三是科学调度水库。在新一
轮强降雨来临之前，要抓紧将五强溪、凤滩、
柘溪等大型水库的水位降到汛限水位以下，
腾库迎洪。四是加强矿山和景区管理。强降雨
期间，该停产的矿山坚决停产，该关闭的旅游
景区务必关闭。五是加强城市内涝防范。对城
市低洼地带的居民，该转移的要坚决转移。六
是要加强对挖砂船、浮桥、便桥等水上交通工
具的监管监控。

省军区副司令员郭辑山出席会商会。

杨光荣主持召开防汛会商会要求
突出防御重点 做好抢险准备

湖南日报 6月 29日讯 (记者 徐德荣 ) 今天，衡阳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召开，会议决定任命郑
建新为衡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并决定其
为代理市长。

郑建新任衡阳市代市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