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7月9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李辉军 曾翔 ）“先是人工
制板，再注腊、倒模等。”7月9日，位
于永兴县的联合国银生产车间，几
名师傅蹲坐着讨论银制品倒模技
术的运用，其中一位师傅支绍云既
是公司的董事长，也是一名生产线
上的“银工匠”。他经常在生产一线

和员工探讨银制品艺术加工的创
新理念，公司10多个产品获各类创
新、雕刻奖。

近年来，永兴县大力弘扬工匠精
神，积极培育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
的高素质劳动者，为实体经济提供人
才保障。他们以城区设立劳模工作室
为载体，发挥劳模引领、示范、带头作

用，把一大批有知识、有技术、有胆
识、有能力的优秀产业工人汇集在一
起， 随时为劳动者提供创新创业咨
询、永兴冰糖橙种植帮扶、银工艺品
制作培训等，培育一线工匠。今年上
半年， 仅银工匠就培训了100多名，
70%实现了在本地厂家就业，30%被
河南、云南等地企业高薪聘请，平均

工资每月在6000元以上。
永兴县还以奖补的形式，在大布

江拼布绣公司、朝阳银业、联合国银、
晶讯光电等40多家当地企业设立
“技术车间”， 培训实用型技术人才。
今年兴光公司、泰宇茶油、西河铅业、
鑫裕环保等6家省级品牌企业， 均在
发明创造、节能减排、产品智造升级
等方面有突出贡献。该县每年从“技
术车间”“孵化”出的工匠型人才200
多名，成为推动县域相关产业转型升
级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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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7月9日讯（徐德荣 唐
曦 龙盘）“以前下场大雨， 家门口就
积流成河。重新铺设管道，为我们解
了大难题。”近日，在衡阳市蒸湘区冠
都现代城附近一处内涝点，工人们将
负荷不足的旧排水管道拆下来，重新
铺上新管道，得到当地居民称赞。

近年来，蒸湘区紧跟衡阳市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步伐，按照“安全实用、
美观幸福”原则，全面实施社区提质改
造工程。 该区广泛发动群众和社会各

界力量参与，吸纳群众意见，致力建设
以人为本、共建共享的“幸福家园”。

去年来，蒸湘区以衡阳市“三清
三建”系列工程为主要载体，不断提
升社区居住环境。目前，全区已投资
3300万余元， 完成了15个社区提质
改造。共清除“牛皮癣”3万余处、拆除
违章搭建11处1100余平方米、 清理
下水道近6万米； 修复改造地面16.5
万平方米、修建小游园小广场3.36万
平方米；造绿2.08万平方米。预计今

年底， 全区28个社区将全面完成提
质改造工程。 在蒸湘街道太平二社
区，违章搭建、小广告都被清理干净，
社区广场新建了绿色长廊、 健身路
径，“我爱我家”系列墙绘赏心悦目。

城市美了，乡村也不“掉队”。今
年，蒸湘区以创建“全国美丽宜居小
镇”为契机，大力夯实乡村基础建设，
鼓励村民把住处变“花园”，把乡村变
“景点”。还通过“政府搭台、村民唱
戏”，推动乡村生态旅游产业发展，推

进城乡一体化建设。
“‘幸福家园’建设既要充分发挥

政府的主导和服务作用，更要引导居
民共建共治，激发群众‘建家爱家’的
热情。”蒸湘区委书记周法清介绍，区
里不仅建立起“一月一调研、一季一
讲评”常态化制度，及时发现、解决与
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还引
导社区组建志愿服务队，参与社区建
设和管理，实实在在增加广大居民的
获得感。

湖南日报7月9日讯 （记者 曹辉
通讯员 曾佰龙） 北京时间7月8日
22时40分，湘电集团生产的型号为
XE93-2000的风力发电机在纳米
比亚吕德里茨安装完毕。这是“湘潭
制造” 为该国建设的首座风力发电
站，预计在1个月后开始投产发电。

纳米比亚吕德里茨昼夜温差
大， 白天平均风速达到每秒11米。
湘电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高级项目经
理甘胜和3名员工已经在这里奋战
了1个月。白天，他们调试设备，等晚
上风力稍弱时，再进行风机的现场安
装。经过3个昼夜的奋战，纳米比亚第
一台风力发电机矗立在了非洲西海
岸上。之后，他们还将继续完成剩余6
台风机的安装工作。 由于日夜加班，
纳米比亚当地人称他们是一群追
“风”的中国人。这次装备的7台风力
发电机， 均为湘电自主研发生产的。
装配完成后，预计每年将为当地提供
清洁能源4300多万千瓦时。

据了解，湘电集团沿着“一带一
路”， 与多家央企以及EPC公司合
作，在海外建设风场的同时，进行广
泛的海外投资，目前，已在伊朗、荷
兰等国落地了风力发电项目。

近年来，“湘潭制造”借助“一带
一路”的政策东风，利用直通湖海的
湘江航运优势，有近80家企业与中
东、东盟等国家有贸易往来，其中，
湘电、 湘钢和泰富重装是“一带一
路”征途上的先行军。湘钢的优势产
能从湘潭出发，由上海出海，运往东
南亚各国， 更多产品走的则是一条
更远的“海上丝绸之路”，经马六甲
海峡和印度洋，到达阿联酋、沙特阿
拉伯、卡塔尔等国家，在国际市场的
有力拉动下， 今年上半年湘钢实现
盈利达10亿元。泰富重装抓住“一
带一路” 战略机遇， 创新性推出的
“工业工程总承包”模式受到不少国
外政府和企业的青睐， 已累计签下
200多亿元的项目订单。

湖南日报7月9日讯（记者 陈薇）7月
8日，“为荷而来” 醴陵首届乡村旅游节
在板杉镇开幕。由湖南省摄影家协会新
闻纪实摄影委员会、醴陵市板杉镇政府
共同主办的“为荷而来”摄影大赛同步
启动。

开幕当天， 在荷塘遍布的八步桥
村，朵朵艳丽荷花随风摇曳，仪态万千。
在荷塘边专门搭建的观荷台上，前来赏
荷的游人络绎不绝，赞叹不已。众多媒
体记者、 摄影爱好者利用相机和无人
机，地面、空中立体出击，采撷最动人的
画面。

此届“为荷而来”摄影大赛共设置
奖项26个，其中一等奖1个，二等奖2个，
三等奖3个，其余为优秀奖。

据悉，本届乡村旅游节设有“为荷
而来·畅享板杉”产业发展论坛、莲（廉）
文化展示、花鼓戏邀请赛、电影放映周、
国内第一大鼓及腰鼓队表演、醴浏围棋
邀请决赛、壁画创作表演、摄影作品展
览、茶山仲夏露营、快乐骑行、本地特产
交易会、荷园美食汇等多项主题活动。

纳米比亚首台风力发电机安装完毕

“湘潭制造”追风“一带一路”

湖南日报7月9日讯（通讯员
杨卫星 童永红） 7月7日，涟源市
食品药品监督局再次派出应急小
组深入受灾乡镇和单位， 对食品
原料购进查验、 餐饮加工人员健
康状况、餐（饮）具消毒、食品留
样、 加工场所卫生状况进行了全
面检查， 并针对食品安全提出具
体要求，避免食品安全事故发生。

洪灾发生后， 涟源市多地处
于渍水状态，雨水、高温、灾情导致
食品安全面临严峻形势。 涟源市
食药监局成立3个应急小组，加大

对受灾严重乡镇的监管力度，防范
灾后发生群体性食物中毒，全力做
好受灾群众饮食安全保障工作。

该局重点检查餐饮单位、农
贸市场、商场超市、小卖部的食品
质量， 严控被洪水浸泡过的食品
或食品原料、半成品生产经营，严
禁使用污染发霉变质的原料或成
品加工经营。同时，确保防汛抗洪
抗灾期间食品药品安全信息畅
通，实行24小时值班制，充分做好
应对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的各
项准备。

涟源全力保障灾后食品安全

湖南日报7月9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欧阳迎春 何顺
龙 艳 丽 ）旋耕机穿梭 ，泥浪翻
滚……今天，受灾严重的祁阳县
白水镇呈现出一派灾后补损的喜
人景象。

这次洪灾， 祁阳县农作物受
灾59.64万亩。 为抓好灾后补损，
该县立即邀请省农科院区划研究
所所长刘芳清等省市专家， 深入
全县灾区实地调研，开出补损“处

方”：对早稻倒伏田，立即开展“倒
种春”生产（即早稻种子用作晚稻
生产）。将倒伏的早稻碾压、深埋、
发酵。 在秧龄期达到18天左右起
苗栽插田。 此方式能有效避开寒
露风影响，挽回水稻损失。

随后，县农业委、县农机局等
相关部门， 迅速组织农机深入各
受灾严重的村组作业， 向广大受
灾群众发放早稻种。目前，全县已
迅速落实“倒种春”面积10万亩。

早稻损失晚稻补

祁阳迅速落实“倒种春”10万亩

湖南日报7月9日讯（通讯员
张雪珊 肖荣 记者 蒋剑平 戴勤 ）

“真是太感谢了， 没有你们帮忙，
今天肯定不能完成清理消毒工
作。多停业一天，我就要多损失一
天。”7月4日， 在邵阳市双清区滨
江街道中星颜料厂， 工厂老板谢
德云紧握着党员突击队队长李健
的手，感激不已。

当天上午11时， 滨江街道城
管办主任李健带领城管办、 安监
站及滨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
人员，组成一支党员救灾服务队，
来到中星颜料厂， 帮助开展灾后
清理及消毒工作。 经4小时奋战，
将该厂淤泥冲洗干净， 垃圾全部
清运，并对厂区进行了消毒。

面对严重洪灾， 双清区4000

多名党员干部带领1.2万名群众，发
扬连续作战的精神，奋战在抗洪救
灾一线。洪水一退，该区迅速组建
20支党员救灾服务队，深入重点地
区，帮助受灾企业、商户和农户，开
展灾后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7月3日凌晨3时， 洪水刚刚退
去， 双清区环卫局组织党员服务
队，带领600余名职工，动用34台
保洁洒水车，开展清扫清运。用了
不到一天时间，全部完成城区主干
街道清洗任务。7月3日上午7时，双
清区城管局党员服务队带领70名
队员，顾不上连日劳累，赶到洪水
退后一片狼藉的永庆街菜场，帮助
开展清淤清障工作。 经7个小时辛
勤劳动，共清运垃圾50余车，清扫、
清洗地面3000多平方米。

双清区20支党员服务队助重建

共建共享“幸福家园”

蒸湘区社区全面提质改造

7月8日，
“为荷而来”醴
陵市首届乡村
旅游节在板杉
镇火热开幕，
吸引了众多游
客前来赏荷摄
影留念。
湖南日报记者

刘尚文 摄

设劳模工作室 建“技术车间”

永兴全力培育一线“工匠”

湖南日报7月9日讯 （记者 邹仪
通讯员 杨万里 金小文）“我是党员
唐建中， 我捐20万元。”“我是党员秦
保国， 我捐10万元。”“我是爱心人士
陈勇，我捐100万元。”……

7月8日，永州市零陵区政府六楼
会议室座无虚席、人头涌动，来自广
东湖南零陵商会20余名在外经商的
共产党员回乡赈灾捐助仪式在此举
行。 前后不到一个小时，20余名共产

党员和爱心人士捐出善款141.65万
元，物资价值20余万元。

7月6日， 零陵区区委书记唐烨、
区长吴恢才带领区四大家班子成员
率先开展捐款救灾，接着全区区级单
位和乡镇街道党工委班子成员也都
积极参与其中。

零陵广大党员积极捐款救灾

湖南日报7月9日讯(欧阳倩 贺志
平 李毅)7月7日，19台满载铲子、药品、
被褥、 衣物等灾区急需物资的救援车
从长沙市芙蓉区隆平高科技园出发，
奔赴宁乡，支援宁乡灾后重建。

在隆平高科技园的倡议下， 园内

企业一呼百应， 纷纷为灾区捐款捐物，
其中今升新媒捐款捐物110万元；明园
蜂业投入100万元，由公司储运部向全
省共155家门店配送蜂蜜柠檬，免费提
供给进店灾民及群众；湖南苏宁在捐赠
20万元爱心物资的同时， 针对宁乡县

灾区民众家中电器受水浸泡无法使用
的情况，投入100万元资金，为受灾民
众受损电器做专业鉴定，并派出百余人
为灾民家中电器进行维修服务……

隆平高科技园党工委副书记、管
委会主任缪晨光表示，连日来，园内
企业已组织了3批次救援队伍，60余
家企业已捐款捐物近800万元。

隆平高科技园向宁乡捐款捐物近800万元

湖南日报7月9日讯 （通讯员 李
丽萍 记者 李治）为帮助受灾群众恢
复生产生活，长沙市岳麓区今天举办
2017年洪涝灾害慈善捐款仪式，当场
募集现金1430多万元。

捐赠仪式上，企业代表及社会爱
心人士纷纷慷慨解囊：长沙市万科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50万元、 恒大旅
游集团120万元、 湖南晚安床垫有限
公司100万元……长沙先导投资控

股集团、湘江新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现场与含浦街道九丰村、芝字港村结
成帮扶关系。

截至目前， 岳麓区共募集到物
资、 善款、 援建项目折合现金共计
6300余万元， 将全部用于帮助受灾
群众重建家园、恢复生产。

6300万元捐赠飞向岳麓区

醴陵首届乡村旅游节开幕
“为荷而来”摄影大赛启动

湖南日报7月9日讯（通讯员 向
晓玲 记者 彭业忠）7月9日， 记者走
进泸溪县“6·30” 特大洪灾的重灾
区———武溪镇五里洲村，看到农业部
门的技术人员，正在田间地头帮群众
扶苗、治虫；电力部门的技术工人们，
正在给村里重新架设电力线路；卫生
防疫部门的人员，则在村庄各处喷洒
消毒液。

躺在沅水中间、 被洪水浸泡和
肆虐了两天两夜的五里洲村， 是一
个农业产业大村， 全村3000多人，

大多以种植蔬菜和水稻为主。 记者
看到， 一个个蔬菜大棚虽然还没能
完全重新架设好， 但有的地里已开
始按照农时季节， 种植新的蔬菜。
“水灾之后，一定要把洪水淹没的水
稻等农作物消毒到位， 否则一年的
收成就泡汤了。”农技员文启军边说
边跳下田里消毒。

水退人进，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州委书记叶红专、 州长龙晓华等
人，在洪水退却后的第一时间，就分
别来到武溪镇和浦市，与大家一道撸

起袖子开展灾后重建。泸溪县实行主
要领导联重灾乡镇、县级领导联普通
乡镇、县直机关联村组的方式，以点
带面，稳步推进灾后重建。全县整合
800余万元涉农资金， 用于灾后补
损；从农业、水利、交通、民政、畜牧、
移民和卫生防疫等部门， 抽派了
2200名党员干部和相关技术人员，
进入灾区开展恢复重建和灾后农作
物补损。

爱心向泸溪汇聚。张家界市给泸
溪捐赠100万元现金和价值20万元

的物资； 自治州的8个县市区及泸溪
县直机关干部，纷纷慷慨解囊，捐款
捐物。

目前该县在11个乡147个村，发
放灾后培管肥料79.6吨， 农药11670
瓶（包），种子、农膜等农业生产资料
12.6吨； 发放灾后自救技术资料3.4
万份，完成病虫防控、扶苗、施肥等灾
后培管12.� 8万亩，落实补种面积2.4
万亩。出动机械设备160台（套），处
置公路隐患128处，清理公路塌方1.1
万立方米。

水退人进 撸袖实干

泸溪灾后自救“以点带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