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10日，澧县澧阳街道平阳村，成群白鹭围绕耕整机飞翔觅食，呈现出一幅和谐的乡村生态画卷。近年来，该县注重森林植
被打造，引来各类鸟类在此栖居繁衍。“双抢”期间，随处可见白鹭结队觅食。 柏依朴 摄

白鹭“闹”双抢

责任编辑 吴晓华 版式编辑 刘铮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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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7月10日讯 （记者 肖军
黄巍）“虽然错过了最佳农时，但种子播
下去就是希望。”今日，靖州渠阳镇沙堆
村村民杨正林在抓紧播种早熟晚稻。他
说，政府免费送来了稻种，他又坚定了
灾后夺丰收的信心。

为帮助受灾群众及时恢复生产，靖
州农业部门按照“中稻损失晚稻补、水田
损失旱地补”的指导思想，制定生产自救
预案， 紧急调运1.2吨晚稻种子、1.5吨玉
米种子，免费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并派

出12个生产救灾组92名农技人员深入田
间地头，指导群众浸种育秧、扶苗正苗、
施药治虫，科学开展生产自救。

抗洪救灾取得阶段性胜利后， 怀化
市委、市政府及时调整工作思路，要求各
地克服疲劳、松懈情绪，把灾后重建、恢
复生产与精准扶贫结合起来， 加快灾区
水、电、路等基础设施抢修和恢复重建，
切实做好农业补损， 组织群众开展生产
自救。7月6日，怀化市委书记彭国甫来到
会同县金子岩乡木栗溪村， 与当地干群

一起商量洪灾中的倒塌户、 危房户重建
方案。该市在妥善安置受灾群众的同时，
组织人员全面清查危房和地质灾害点，
确保倒塌户、危房户尽快住进新房。

目前，怀化掀起了灾后重建、恢复生
产的高潮。市交通运输部门积极作为，确
保交通畅通， 已抢通国道4条6处，省
道11条25处，县乡道32条47处。国网
怀化供电公司尽快修复损毁电力设
施、恢复供电，共投入人员3697人次，
恢复10千伏线路128条。 麻阳农业局

派遣6个助农小分队， 深入乡镇村组，指
导恢复橘园1.5万亩。溆浦县淘金坪乡道
路损毁严重，该乡各村组积极组织党员、
群众生产自救， 修复在洪灾中损毁的道
路。目前，溆浦县共有1万多名党员干部
投身灾后重建，活跃在受灾地区。

“种子播下去就是希望”

怀化灾后重建掀高潮

湖南日报7月10日讯 （记者 周勇军
肖洋桂 通讯员 吕俊 陈杰）今日，记者
在常德市鼎城区黄土店镇凉水井村看
到，洪水过后，当地党委政府正组织大型
挖机，对沧山水库溢洪道清淤拓宽。

沧山水库是一座中型水库， 灌溉3
个乡镇7万多亩农田。 由于溢洪道淤积
严重， 在6月24日和30日两轮强降雨
中，水库泄洪不畅，导致洪水大量溢出，

使下游凉水井村320亩水稻被淹。
6月23日以来，鼎城区先后遭受两

轮特大暴雨袭击， 致使全区25个乡镇
不同程度受灾。灾情发生后，该区及时
启动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灾一过，
广大干部群众不等不靠， 积极开展救
灾补损工作。 区农业局派出10个灾情
调查指导小组，深入到受灾乡镇、村、
组和农户，现场调查灾害发生情况、损

失程度。同时，组织120多名区乡农技
人员，指导受灾家庭农场、种粮大户、
蔬菜大户、 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开展生产自救。

灾后政策性农业保险查勘也迅速
启动。人保财险公司鼎城支公司派出30
人以上查勘队伍和10多台查勘车辆，深
入受灾区域进行定损、赔付，支持灾后
重建。受灾农户可直接到保险公司在乡

镇开设的便民营销服务部，进行灾情报
案、索赔申请。

鼎城区委副书记、 区长朱金平说，
目前，鼎城区各级各部门正按照“政府
统筹、各级负责、部门作为、争取支持、
先急后缓、不等不靠”的原则，迅速开展
救灾补损， 重点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
障、经济作物改种和补种、道路交通等
水毁工程修复以及防疫消毒等工作。

组织农技人员下乡指导

鼎城不等不靠抓恢复

湖南日报7月10日讯（记者 王文）用地面积大于3万平
方米的小区，应单独设置人形休闲步道，套型住宅厨房的使
用面积不应小于4.5平方米……今日， 长沙市住建委发布了
《进一步细化住宅工程设计提升住宅品质的若干规定》 的通
知，对长沙所有新建住宅工程项目品质提升提出了多项明确
规定。该通知将于2017年9月1日起执行。

《规定》要求，积极推广装配式建筑和住宅全装修一体化
集成设计，鼓励太阳能、浅层地热等可再生能源的建筑应用。
践行海绵城市理念，因地制宜保留原始地形地貌，合理设置
绿色雨水基础设施，设施包括雨水花园、下凹式绿地、屋顶绿
化、植被浅沟、雨水截留设施、景观水体、多功能调蓄设施等。

《规定》明确，用地面积大于3万平方米的小区，应单独设
置人形休闲步道。电梯轿厢内净高应不小于2.5米，高层住宅
每单元应设一台可容纳担架的电梯等。

湖南日报7月10日讯（记者 戴鹏 通讯员 陈向荣）“有了
规范化管理办法，村干部就有了行动准则。”近日，记者从株
洲市委组织部了解到，该市在全省率先出台《村干部规范化
管理办法（试行）》，从选拔任用、工作职责、教育培训、报酬待
遇、管理考核等5个方面对村干部管理作出了明确规定。

据介绍，株洲市在这次出台的《村干部规范化管理办法
（试行）》中，不仅明确了当选村干部能获得培训、提升自身业
务能力的机会，还规定了在任村干部享受县市区、乡镇（街
道）为其购买工伤保险、意外伤害和重大疾病综合保险以及
定期体检等待遇，各县市区将积极探索为在任村干部购买养
老保险的具体办法。正常离任村干部，凡男年满60周岁、女年
满55周岁，将依据其任职年限等划定档次，给予每人每月一
定金额的生活补贴。

湖南日报7月10日讯 （记者 杨元崇
通讯员 李洪雄）“希望大家在暑期社会实
践中，立足大湘西，服务大武陵，用真才实
学服务老百姓。”昨天，在吉首大学2017年
万名师生“走进武陵山”社会实践暨大学
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活动出征仪式上，
吉首大学党委书记游俊勉励大家。

据了解，吉首大学这次活动共设调
研项目23项。这些调研项目紧扣武陵山

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国家战略，主
要围绕精准扶贫与脱贫评估、生态资源
保护与产业发展、特色产业发展、旅游
开发、民族文化传承与保护、环境治理
与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开展调查研究。

作为武陵山片区唯一的综合性大
学，吉首大学历来重视服务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 重视师生的社会实践活动，已
经连续3年组织万名师生深入武陵山片

区开展社会实践和调研。其中，调研报
告《大力发展特色农业是武陵山片区精
准脱贫的关键抓手》 已被国家民委采
用，并以内参形式上报中央相关部委。

该校万名师生将在7月上旬至8月
底深入武陵山腹地展开调研，实践内容
包括专家调研、关爱特殊人群、文化传
承与保护、精准扶贫、政策宣讲、红色革
命传统教育等。

湖南日报7月10日讯（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杨卫永）7月8日，“神农福地·动
力株洲”迎来我国首届神农医药文化产
业发展论坛成功举行。

据悉，开办神农医药文化产业发展
论坛，旨在搭建一个全国性的中医药界
交流与合作平台， 弘扬中医药文化，共
商中医药领域合作，共谋中医药发展大
计，为推动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事业发展
贡献株洲力量。同时，自此拟每年举办
一届，争取在3到5年内办成世界康复者
大会和医药领域的“博鳌论坛”，打造世
界康复者服务中心，打响株洲健康旅游
的新名片。

首届神农医药文化产业发展论坛
由中华中医药学会、株洲市政府等联合
主办，以“神农医药的传承、健康、共享”
为主题，围绕“弘扬神农精神、推进健康
扶贫，促进大健康产业发展”等重要内
容深入交流， 聚智聚力促进中医药发
展。

株洲市以推进“健康株洲”建设为
抓手，正在着力落实“全市加快中医药
发展实施方案(2017-2020年)”，积极创
建“全国中医药服务示范市”，不断健全
市县乡村四级中医服务体系，先后建成
6个中医药健康产业“园中园”，发展了
千金药业、松本林化等一批优秀中药企
业，全市中医医院诊疗量已占全市总诊
疗量的“半壁河山”。

当天上午，“‘健康株洲·精准扶贫’
儿童健康公益项目”等11个项目成功签
约，总投资达80亿元，涉及医疗扶贫、医
疗服务与医疗机械生产、中医药品种植
及加工等领域。

立足大湘西 服务大武陵
吉大把实践课堂搬进武陵山腹地

“神农福地”
打造“健康株洲”
首届神农医药文化产业发展论坛举行

厨房变大、电梯变高
长沙发布提升住宅品质新《规定》

株洲出台村干部管理办法

齐心协力 恢复生产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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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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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0 138000
0 9200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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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65

22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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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3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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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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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957 1040 995280

组选三 841 346 290986
组选六 0 173 0

8 99

�荨荨（紧接1版） 湖南季丰公司董事长袁玲利说起他年初为帮
贫困户卖沃柑的故事还有点小兴奋，“现在社会上愿意做扶
贫的人很多，我的经销商听我这么一说，大家都很愿意帮助
这些贫困户。”

“去年我们公司线上线下共销售800多万公斤农产品，
其中60%是贫困户的。”袁玲利说，去年以来季丰公司对接江
永贫困人口2000多人，帮助他们种植两万多亩沃柑。季丰公
司在产前提供果苗；在产中提供技术服务；在产后上门收购，
并销往市场，形成产、供、销一体化的产业经营模式。

参与扶贫的不但有一批大公司， 还有很多的小老板。得
益于江永县一直以来推广电商扶贫，打造电商一条街，这一
次在社会扶贫网的试点，更是得到了整条街电商老板们的支
持。线上线下，卖贫困户的产品成为整条街的工作重点。他们
自发组织的电商协会， 还在网上开起了专门的爱心微店，在
线下也办起了爱心商店。由于销售得到保障，江永的特色农
产品产业化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同时，通过社会扶贫网发出的信息，得到了海内外爱心
人士的响应，捐赠络绎不绝。许多外地的公司纷纷表示要进
驻江永，支持江永扶贫。目前已有20多家企业与贫困村对接，
有200余名企业主与贫困户对接， 落实帮扶资金、 物资达
5000多万元。县委、县政府还先后3次组织联系海外侨商考
察团走进江永，共签约9个产业扶贫项目，总金额达54亿元。

4支队伍为“江永模式”护航
6月16日，古龙社区山峰村村民杨明仔家的砖瓦房，因连

日遭受暴雨侵袭，突然倒塌。万幸的是家中衣柜挡住了倒塌
下来的砖瓦，一家5口人幸免于难。驻村信息员得知消息后，
将求助信息发布到网上，仅仅一个中午的时间，信息员和志
愿者就大包小包送来了各地爱心人士捐助的米、油、盐、衣物
等物资和1000多元爱心款。

“为调动扩大社会扶贫的影响和力度，江永县组建了‘4
支队伍’。”江永县委书记周立夫告诉记者，一支由义工协会、
县内外爱心人士构成的扶贫志愿者队伍；一支由医卫、司法、
农技、教育等各界人士组成的志愿服务专家队伍；一支由奥
运举重冠军王明娟等各界名人组成的扶贫形象大使队伍；一
支由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纪检、审计等部门退休老
同志共27人组成的扶贫监督队伍。4支队伍的组建，为持续扩
大江永社会扶贫的影响力提供了坚强的人力保障。

今年以来，不少专家为江永经济发展、精准扶贫、产业转型
把脉会诊，献计献策，出了一大批扶贫“金点子”。 6月24日，“香
约江永”院（校）县农业科技合作签约仪式在长沙举行。中国工
程院院士袁隆平当场表态说， 明年在江永建立“一季稻+再生
稻”示范点，提升江永农业发展科技含量，帮助农户增产增收。

江永县主动策应“中国社会扶贫网”上线试点工作，得到
国务院扶贫办的高度认可， 中国社会扶贫网官方微博在6月
全面推介了“江永模式”。同时，永州市近日在江永召开现场
会，在全市全面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