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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戴勤
通讯员 隆清泉 谢凤鸣

7月27日， 新邵县寸石镇财宏村的
10户贫困户， 每户从扶贫工作队领回
两头黑猪仔。 扶贫工作队告诉他们， 大
家放心喂养， 黑猪养大后， 县十一生产
队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包收购。 贫困户
何举权紧紧拉住该县农经站驻该村扶贫
工作队员的手说： “真心感谢政府的帮
扶， 我要好好喂养领回来的两头猪仔，
今年打个翻身仗， 摘掉贫困帽。”

免费发放当地特色黑猪猪仔给贫困
户喂养并保底收购，是寸石镇精准扶贫、
产业扶贫的一项举措。由于见效快、效益
好，以往村民们都争相认领猪仔喂养，甚
至还出现过“抢猪风波”。 今年为确保黑
猪发放工作有序进行，县、镇、村都安排
了专门力量组织发放。

财宏村人口较多、社情较为复杂，黑
猪发放工作难度相对较大。扶贫工作队、
驻村干部、 村干部和土猪养殖专业合作
社工作人员周末加班加点， 一直在村活
动中心发放点值守。 在精准识贫的前提

下，做好相关政策解释工作，猪仔发放得
以有序进行。 目前， 该村54户建档立卡
贫困户已经认领黑猪猪仔139头。

对于已经脱贫但是又有强烈喂猪意
愿的农户， 工作队员悉心听取他们的心
声， 及时做好登记。 在向上级汇报和积
极争取后， 向村民承诺： 想办法让想喂
猪且家庭比较困难的一般农户每户发放
1头。 猪仔发放的矛盾化解了， 财宏村
的老百姓心里乐滋滋。 一位名叫谢金彭
的五保户动情地说： “我们不‘抢猪’
了， 我们相信扶贫工作队， 你们工作接

地气， 我们脱贫有希望。”
2015年起，寸石镇组织合作社按照

“政府主导、市场运作、企业带动、群众参
与”的思路，采取“公司+合作社+基地+农
户”经营模式，免费为每个贫困户发放黑
猪幼仔，同时提供免费专业技术指导。经
过两年的市场运作，“寸石黑猪” 在市场
上一炮而红，猪肉供不应求，每年的市场
销售额达到一千多万元， 为贫困人口带
来了实实在在的效益。今年，该镇准备向
全镇贫困农户发放仔猪4000余头，整个
发放工作预计在9月份完成。

推进“健康长沙”建设

长沙健康指标瞄准发达国家
湖南日报7月29日讯 （李曼斯 邓桂林 周红艳） 昨天，

长沙市召开卫生与健康大会， 明确推进“健康长沙” 建设。
未来， 长沙将把健康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以人民健
康需求为导向， 坚持大健康、 大卫生理念， 到2020年建立
起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的“大健康” 综合服务体系，
到2025年全面建成健康强市。

根据总体目标， 长沙将从健康生活、 健康环境、 健康
服务、 健康保障、 健康产业、 保障机制等6个方面， 推进实
施15个重点项目， 确保28项工作指标顺利达到既定目标。

“健康长沙” 推行实施方案指出， 长沙将努力推动全
市卫生与健康工作跨越发展。 力争到2025年， 健康制度体
系更加完善， 健康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基本实现现代
化； 健康服务能力大幅提升， 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
系和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全面建立， 每千人拥有医疗床位数
达12张， 每万人口全科医生数达到2.5名； 健康产业规模显
著扩大， 形成一批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大型企业， 到2020
年全市健康产业年均增长率保持15%以上； 全民健康素养大
幅提高， 健康生活方式得到全面普及， 有利于健康的生产
生活环境基本形成， 人民健康水平大幅提升， 人均预期寿
命达到83岁以上， 国民体质监测合格率达到92.2%， 主要健
康指标达到发达国家水平， 全面建成健康强市。

财税“双第一”

开福区经济领跑全省城区

湖南日报7月29日讯 （记者 张颐佳） 28日， 长沙市开
福区召开上半年经济工作会议。 记者获悉， 该区今年上半
年以82.2亿元的地方财政总收入和67.1亿元的税收收入“双
第一”， 继续领跑全省城区。

今年上半年， 开福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48亿元， 同比
增长8.5%， 实现固定资产投资380亿元， 同比增长15.7%，
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69.5亿元， 完成规模工业增加值
22.3亿元。 完成地方财政总收入82.2亿元， 总量居长沙内五
区第一。 其中， 税收收入67.1亿元， 继续居全省城区首位。
实现进出口总额5亿美元， 同比增长60%， 增速居全市第
一。

继前两年开福区主要经济指标“领跑” 全省城区以来，
今年是第三个年头持续稳中向好。 其中金融业税收占比达
27.6%， 支柱型产业的地位进一步加强， 全区已经汇聚了61
家全国性和省级金融总部。 交通物流业增长迅猛， 同比增
长58.8%， 以湘欧快线、 长沙港等共同构建的金霞物流谷正
成为全省对外开放的多功能平台。 目前， 开福区的“亿元
企业” 数量位列全市第一位， 上半年有10家过亿元的纳税
大户。

沅江成为我省首个
中华青头潜鸭保护地

湖南日报7月29日讯 (通讯员 朱青青 记者 杨军) 7月
27日，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马
勇为沅江市蒸钵湖成功申报“中华青头潜鸭保护地” 项目授
牌， 还对沅江市环保志愿者协会负责人李剑志授予“保护地
主任” 证书， 沅江成为我省首个中华青头潜鸭保护地。

蒸钵湖地处益阳南洞庭湖省级自然保护区与南县舵杆洲
国家湿地公园之间， 湖中遍布芦苇， 是目前洞庭湖中华青头
潜鸭分布最多的越冬地。 青头潜鸭全球现仅存500只左右，
是鸟类中十分罕见的物种， 2012年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
定为极危物种。

中华青头潜鸭每年11月下旬飞临蒸钵湖， 来年2月下旬
飞离。 自2015年11月在蒸钵湖发现青头潜鸭后， 沅江市就
开始对其进行不定期的巡护。 截至今年2月19日， 志愿者共
对蒸钵湖的中华青头潜鸭巡护了17次， 记录到中华青头潜
鸭的最高纪录为60只。

影响洞庭湖“颜值”
坚决取缔

岳阳关停2家违法餐馆

湖南日报7月29日讯 （记者 徐亚
平 通讯员 通讯员 黄亚文 ） 今天上
午， 岳阳市南湖新区工委委员、 总经
济师姜华率区环保、 城管、 农委、 工
商、 湖滨街道办事处、 湖滨派出所200
多名干部， 对污染洞庭湖水质的湖滨
号野生渔馆和军婆渔家乐2家水上违法
餐饮船舶开展联合执法， 依法予以关
停。

入夏以来， 湖滨街道办事处月形
湖大堤沿洞庭湖区违规餐饮门店吸引
了不少食客光临。 这些船舶餐饮店普
遍无环保手续， 污水未经有效处理就
直排洞庭湖， 部分餐饮企业甚至到处
乱扔垃圾， 泡沫盒、 矿泉水瓶到处漂
浮， 严重影响洞庭湖的“颜值”。 南湖
新区工委、 管委会围绕突出环境问题，
加大整改力度， 对湖滨街道办事处辖
内的湖滨号野生渔馆和军婆渔家乐两
家水上餐饮企业开展联合执法。

执法人员租用渔船， 登上湖滨号
野生渔馆船舶。 渔馆老板谢某放出狼
狗威胁。 执法人员毫无惧色依法查封
了船上餐具， 扣留船上桌椅。 执法人
员乘船登上军婆渔家乐餐饮船舶时，
餐饮船老板乘快艇赶到， 阻挠执法；
餐饮船主的亲属驾机动船开足马力追
逐、 猛烈撞击执法人员租用的船只，
租用机动船发动机被撞坏。 最终， 肇
事船主两人因暴力抗法行为当即被民
警带走调查。

联合执法人员采取切断电源、 当
场下达执法文书等方式， 依法关停了
上述2家餐饮企业。

� � � �湖南日报7月29日讯 （记者 杨元崇）7
月29日，古丈县高望界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管理局有关专家告诉记者，在当地一
名老草医的“通风报信”下，在该保护区
鲤鱼池附近的天然林中发现珍稀濒危
植物厚朴。

这株厚朴树树蔸直径有1米左右，上
分五大主干，树高13米至15米之间，每一
主干胸径均有24至26厘米，高大挺拔，枝
繁叶茂。 其周围伴生有中华槭、鹿角杜鹃

等天然乔灌木，共同构成一个自然群落。
厚朴是中国特有的珍稀濒危植物，

属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也是一
种名贵的木本药材，对食积气滞、腹胀
便秘、湿阻中焦等疾病有治疗作用。 该
管理局林业专家王本忠说，能在高望界
保护区的天然林中发现这株巨大的厚
朴树实属罕见。

“王本忠近年行走在高望界，对动植
物资源进行调查研究，感动了我，于是我

决定告诉他一个秘密。”该保护区葫芦坪
村年近八旬的草医刘道军告诉记者，
“30年前， 我在山里采药时就发现了这
株厚朴树。 这个秘密，我藏了30年，就是
希望让厚朴在大山中不被打扰地生长。
如今，厚朴长大了，我却老了。 ”

“初步推算。 这株厚朴树树龄至少
有六七十年。 ”王本忠介绍，将利用生长
锥科学测定厚朴树龄，并就厚朴所在的
植物群落开展详细调查。

� � � � 湖南日报7月29日讯 （记者 戴鹏
通讯员 刘晶晶） “只要打一个电话，
就有人上门为我80岁的老父亲提供所
需服务， 让我们能够安心上班。” 昨天
举行的株洲市荷塘区养老服务工作宣
传周启动仪式上传出好消息， 该区针
对养老机构数量不足、 服务能力与质
量有限的问题， 率先出台实施方案，
创新养老服务体系， 打造全面服务平
台， 探索出了一条养老服务新路径。

荷塘区现有人口近30万人， 其中
60岁以上的约5.1万人， 占全区人口的
17%。 该区老年人口呈现出规模大、
增长速度快、 日趋高龄化的特点。 为
了应对人口老龄化， 突出保障和改善

民生， 荷塘区把发展养老服务业作为
今年的重点工作之一。

养老不离家， 是很多老人的心愿。
荷塘区调查发现90%的老人渴望居家
养老， 但医疗、 饮食、 家政等成为居
家老人的心病。 如何打通养老服务
“最后一公里”？ 该区率先探索“线上+
线下” 的居家养老新模式， 建成居家
养老信息服务平台。 只需打一个电话，
就有人上门为老人提供家政、 陪同、
健康管理和精神慰藉等全方位服务。

居家为基础， 社区为依托。 荷塘
区计划在月塘街道的袁家湾、 湘华等6
个社区利用社区原有的活动中心， 分
别建成400平方米左右的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作为试点， 为社区老年人提供老
年大学、 日间照料、 运动养生、 康复
医疗等服务。 服务中心采取政府买单，
社会服务机构运营的模式， 不设置服
务门槛， 除了餐饮需自费以外， 不再
收取额外费用。

老有所养， 离不开医。 荷塘区打
造医养结合养护院， 为老人提供生命
保障。 率先出台 《关于加快发展养老
服务业的实施意见》， 提出一系列医
养结合的实施政策， 成立医疗康复中
心或养护院， 将现代医疗服务技术与
养老保障模式有效结合， 实现“有病
治病、 无病疗养” 的养老保障模式创
新。

众人帮扶
解“心结”

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王玖华 龚赐林 刘学权

前几天， 湘雅医院耳鼻喉专科64
病室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 他们是双
峰县的县、 镇、 村“三级” 扶贫队员
代表， 专程来看望年仅2岁、 刚做完
手术的刘浩。

家住双峰县杏子铺镇合意村的刘
春仁今年73岁， 老伴去世后， 只留下
一个天生聋哑的儿子。 儿子直到42岁
才与离异了的另一位聋哑人结为夫
妻， 生下了孙子刘浩， 本以为这个苦
难的家庭从此迎来了新希望， 没想到
刘浩2岁了还不知道说话， 到医院一
检查告知是遗传性聋哑。 今年2月，
第二个孙子降临人世， 可现在4个多
月了， 还不哭不笑， 像个木头人， 为
此刘春仁整日唉声叹气， 十分忧伤。

今年3月， 在该村扶贫的双峰县
农业开发办公室工作队来到了他家。
通过了解情况和公示， 他家被列入全
村建档立卡贫困户的重点帮扶对象，
确定扶贫工作队员王桂峰作为帮扶责
任人。

“我是今年3月第二次去刘老家
的， 当时给他家制订了医疗救助和劳
力就业两项计划， 现在都有了结果。”
王桂峰高兴地告诉记者， 经县农开办
的努力， 争取到省残联的国家扶贫助
残项目， 对2岁的刘浩免费实施人工
耳蜗助聪手术， 手术非常成功。 刘春
仁的儿子刘建平安排在合意村的新飞
厨具厂上班， 每月能拿2000多元的工
资。

“下一步， 准备发动全村的父老
乡亲和在外的老板奉献爱心， 为刘浩
的后续康复治疗募捐资金； 同时对第
二个孙子也予以关注， 力所能及地解
决实际问题， 不使他家再因病返贫。”
合意村支部书记曹知明对记者说道。

黑猪“拱开”致富门

“这个秘密，我藏了30年”
八旬草医希望珍稀濒危植物“不被打扰”

老有所养 老有所医
荷塘区创新养老服务机制

长沙地铁5号线盾构全部下井
7月29日上午， 长沙地铁5号线华雅站， 施工人员在对盾构管片拼装机进行调试。 当天， 两台盾构机分别在长沙地铁5号

线华雅站与雨花广场站始发。 自此， 长沙地铁5号线14台盾构全部下井。 目前， 5号线18个车站中已有5个车站完成主体结构
建设， 预计2020年5号线一期工程开通试运营。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 � � � 湖南日报7月29日讯 (记者 邹仪
通讯员 杨万里 郭星)在永州市零陵区
水口山镇大皮口村，发现一处罕见的明
清时期巨大古院落，共有明清时期古建
筑房屋150座，面积达2万多平方米。

7月27日， 经当地文物专家们现场
考证，这150座古建筑中，有50多座为明
朝时建造，90多座为清朝时建造。 有80
多座古建筑保存比较完好，现仍然有60
多座古建筑有人居住。

在大皮口村150座杨氏古院落中，
其中有40多座四合院落， 青砖灰瓦，泥
绘彩塑，山水人物，活灵活现，惟妙惟
肖。院内门窗上到处可见雕龙画凤等吉

祥图案， 在外墙及门头上到处可见花、
鸟、虫、鱼和“福、禄、寿、喜、康、宁”等木
刻、石刻。文物专家说，在湘南地区发现
保存完好的明清时期巨大古院落，实属
罕见。

据介绍， 这个大院子共有五纵六
横、十二巷，纵横相连、巷巷相通，还有
两条自北往南宽约0.4米、深0.2至0.4米
的消防水沟。家家户户有用上等青石凿
雕成的大水缸，水缸上雕有各种不同的
吉祥图案。 过去整个大院子周围有1.5
米到2米高的围墙，围得严严实实，像个
巨大的城堡，有大门、小门、后门、侧门，
七弯八拐、好似迷宫，外地人来大院很

难找到正确的岀口。
更让人感到神秘的是，这个古院落

全是杨姓， 没有一户杂姓， 共有500多
户、1600余人。古往今来，这里文化底蕴
深厚、 杨氏家族勤劳智慧， 邻里和睦，
尊老爱幼， 爱才爱教， 敬贤重德。 古
院落内原有杨氏大小祠堂两座， 祠堂
里挂有杨氏家族历朝历代文化能人、
孝老贤人和达官贵人的牌匾几百块之
多。 解放前， 一场大火将大祠堂烧毁，
另一座小祠堂内的大小菩萨和各种牌
匾也在文革时毁于一旦。 改革开放后，
该村筹措几十万元， 按过去原样重修
了一座杨氏祠堂。

张家界：土家“六月六”
千人傩面祭先祖

湖南日报7月29日讯 (记者 廖声田 ) 7月28日， 土家
“六月六”， 在张家界市永定区教子垭镇龙洞湖和城区的土
家风情园， 热情好客的土家儿女身着民族盛装， 跳起茅古
斯、 摆手舞， 一场盛大的“千人傩面祭先祖” 活动， 吸引
成千上万的市民游客参与其中， 其乐融融。

“六月六” 千人傩面祭先祖活动是张家界第二届民俗
文化活动月主题活动之一， 也是张家界土家“六月六” 民
俗文化狂欢节一种表现形式。 通过展示土家祭祀表演、 茅
古斯、 摆手舞等民俗文化， 打造武陵山片区的民俗文化亮
丽名片， 真正实现了文化乐民、 文化育民、 文化惠民。

古建筑房屋150座，面积达2万多平方米

零陵惊现明清时期罕见古院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