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湖南日报7月31日讯 （记者 周俊
通讯员 肖星群 易建福） 7月24日， 涟
源市三甲乡达长农机专业合作社的收割
机、 旋耕机、 插秧机开到了秀峰村石山
组， 开始了“双抢” 服务之旅。 伴随着
农用机械的普及， 涟源的种粮农户逐步
告别“双抢” 的高强度劳作， 当起了
“甩手掌柜”。

近年来，在我省“百企千社万户”现
代农业发展工程以及农业生产全程社会
化服务项目带动下， 涟源加大农机推广

工作，农机合作社从2家增至46家，拥有
各种农机具1000多台（套）， 从业人员
1100余人，全市农机作业面积扩大到23
万余亩。

涟源通过强有力的资金投入，扶持
农机合作社发展。在接受相关农机业务
的申请、受理及核实等环节均提供预约
服务，减少办理的时间和程序；农机、财
政等部门建立协作平台，在补贴资金结
算上开辟绿色通道；在粮食适度规模经
营中对高速插秧机、育秧大棚、防治飞

机等给予更多的资金扶持。去年共落实
中央补贴资金614.23万元，补贴购置各
类农业机械3505台，受益农户2981户。

涟源结合实际， 制定了农业生产全
程社会化服务项目实施方案， 统一印制
农业生产全程社会化服务合同， 严格督
促农机合作社制定作业台账、 细化工作
任务； 开展水稻种植摸底， 逐户走访和
登记水稻种植大户信息， 合理规划和安
排农机作业的时间、 区域， 确保种粮大
户都能及时享受到农机服务。 同时， 加

大农机技术培训， 采取技术员下田示
范、 操作手集中培训、 工作队进村服务
等方式， 提供全程跟踪服务， 解决技术
问题。

有了农机的下田， 也就有了农民的
洗脚上岸。 在渡头塘镇平康种植专业合
作社650亩双季稻种植基地里， 负责人
黄光明说： “现在从水稻播种到收割，
全程机械化， 平均每台收割机减少7个
劳动力， 降低了劳动强度和成本， 农民
更加有奔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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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7月31日讯 （通讯员 李
焱稠 邓戎 关杨博 记者 戴勤） 7月下
旬， 来自北京、 上海、 南京等地大学的
录取喜讯， 一个接一个传遍武冈市城
乡。 今年， 武冈市有2059名考生达到
本科录取线， 职高对口录取17人。 这是
武冈市实施“教育强市” 发展战略， 通
过推进教育均衡发展， 缩短城乡差距，
使孩子们都能有放飞梦想的机会。

地处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武

冈市， 把教育扶贫作为脱贫攻坚的突破
口。 在全省率先启动农村薄弱学校改造
工程， 近3年共投入4.7亿元， 改善了
163所农村学校办学条件。 在提升乡村
学校的教学水平上， 将每年新招考的教
师全部安排到山区和农村薄弱学校。 通
过“请进来、 走出去” 等方法， 对教师
进行岗位培训， 提升其教学水平。 其
中，今年暑假培训10000人次，90%来自
农村中小学校。 在解决“大班额” 问题

上， 该市除投资1.7亿元的思源实验学
校即将建成外， 投资6.8亿元的武冈一
中教育新城也正在紧锣密鼓建设中。

武冈市致力推进普教、 职教、 公
办、 民办教育协调发展， 中小学入
学率和巩固率处于全省前列， 普高
与职高比例达到1：1， 44所各具特
色的民办学校成为武冈教育的一道
亮丽风景线。

教育均衡发展， 使得武冈市整

体教学质量不断攀升。 今年春季， 在全
市中小学生总人数下降的情况下， 该市
农村中小学校学生人数反而比2014年
增加了1万余人。

� � � �湖南日报7月31日讯 （记者 王文隆）
浏阳市淳口镇近日举行茴香小镇首届
尊莲文化节暨战略签约仪式， 一个投
资1.2亿元、 总占地面积8000多亩的
“茴香小镇” 项目将于10月1日对游客
开放。

在浏阳的北部乡镇， 农家门前屋
后遍种茴香， 当地人素有以茴香泡茶
的习俗。“茴香小镇”总经理吴丹介绍，
项目已被列入长沙市2017年重点建设
项目，这是一个集有机蔬菜种植、四季
花海、农耕文化体验、亲子乐园及青少

年素质拓展、木屋别墅、露营于一体的
有机生态休闲小镇。 签约仪式上，“茴
香小镇” 和淳口镇内的六叠泉富硒漂
流、 龙溪谷竹筏溯溪正式签订战略合
作协议， 从此3家
合一，统称为“茴
香小镇”最美乡村
旅游基地。 同时
“茴香小镇” 还与
湖南诺丹健康管
理集团公司签约
合作共建，共同打

造湖南设施最完备、 项目最全的高端
养生养老基地。

“我们正在建设全区域、全方位、全
覆盖的美丽乡村，此次多方合作将全面
促进资源融合、优势互补、产业转型。 ”
淳口镇党委书记殷志民介绍，狮岩村先
后获得“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湖南省
“两型创建示范村”等称号。

长沙：
“大家”登“百姓大讲堂”

湖南日报7月31日讯 （记者 熊远帆）
今天，由省文化艺术基金会主办，长沙市
群众艺术馆承办的“百姓大讲堂———打开
艺术之门”公益艺术讲座第一期，在长沙
市实验剧场举行。 著名雕塑家雷宜锌为市
民讲述了华盛顿国家广场马丁·路德·金
雕塑的创作始末。 该讲座是长沙市群艺馆
推进全民艺术普及的品牌活动之一，已经
被列入了全国公共文化服务中心重点支
持项目。 从今年7月至明年6月间，12场系
列讲座在长沙实验剧场每月举办1期。 王
蒙、李谷一、王丽达、唐浩明、于丹等重量
级“大家”都将登上“百姓大讲堂”。

祁东：
黄花菜有了首席科学家

湖南日报7月31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刘国庆）今天，祁东县政府举行黄
花菜产业首席科学家聘任仪式，正式聘请
中国医学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新民
担任该县黄花菜首席科学家。目前祁东县
黄花菜种植总面积达16万亩，年产干黄花
菜8万多吨，年销售额10亿多元，产、销量
均占全国70%以上， 是当地群众脱贫致富
的“黄金菜”。祁东黄花菜还以其规模和品
质成为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刘新民教授
从事黄花菜研究多年，在黄花菜药理研究
与营销方面颇有建树，被誉为“中国黄花菜
研究第一人”。

武冈推进教育均衡发展
农村中小学校学生比3年前增加万余人

农民上岸 农机下田

涟源市“双抢”机忙人闲

新闻集装

村口
唱大戏
7月30日，醴陵市板

杉镇八步桥村青莲大舞
台， 演员在表演花鼓戏。
当天，醴陵市首届原生态
花鼓戏邀请赛在该村举
行，《刘海砍樵》《过江》
《游龙戏凤》 等耳熟能详
的剧目依次亮相，让现场
观众享受到了一场精彩
的花鼓戏大餐。

谢望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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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天终于下点雨了， 老百姓盼了很久了。” 7月30日， 慈利
县赵家岗土家族乡新安村迎来一场“及时雨”， 村委会主任于慎
延喜逐颜开， “村里旱情缓解了。”

于慎延不知道， 下的这场雨不是“老天” 帮忙， 而是当
地人工增雨高炮打来的“甘霖”。

“每门高炮大约能影响50平方公里。” 炮点工作人员张
武刚介绍， 人工增雨小分队成员共有4人， 高温下随时待命
作业。

连日来， 张家界气象部门7门高炮、 6具流动车载火箭
随时待命， 日夜守候。 仅29日至30日， 高炮作业8次、 发射
炮弹146发， 火箭作业3次、 发射火箭弹5枚， 作业区域均普
降小到中雨， 其中总雨量达到大雨级别的有6站次， 有效缓
解了当前旱情。

面对持续干旱， 张家界除了人工增雨， 还组织送水、 找
水， 全力解决群众生活生产用水。

7月31日上午， 永定区抗旱送水车驶进三家馆乡晓村
村， 群众已守候多时， 拿着大大小小的桶子、 盆子来盛水。
送水车队队长孙义武说， 两天内， 他们持续为三家馆、 阳湖
坪、 大庸桥等乡镇送去饮用水100多吨， 缓解了5000多群众
饮水难。

相邻的竹园坡村属典型的喀斯特地貌， 山坳里220多亩
稻田是全村人的希望， 正值秧苗抽穗， 连续干旱， 稻田开
裂， 群众心急如火燎。

这几天， 村支书钟卫峰组织村干部组成5人找水队， 顶
着高温， 走进荆棘丛生的山林， 到处寻找水源。

“昨天在一个溶洞里发现一处水源， 赶紧铺水管、 架电
泵， 终于成功引水排灌。” 31日下午， 看着水管潺潺流出的
泉水， 钟卫峰高兴地告诉记者， 另有一处水源这两天就能引
到村里来， 可解决200多人的饮水问题， 灌溉200多亩农田。

甘霖贵如油 喜迎“及时雨”
———张家界抗旱见闻

� � � � 湖南日报7月31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陈健林 )
“近段时间， 我们对各村抗旱救灾保民生工作进行督查， 对
责任落实不到位、 造成后果， 坚决追究其责任。” 7月30日
上午， 江永县松柏瑶族乡莲花岗村， 乡里调来挖掘机， 30
多名党员干部和群众一起清理水渠， 引水灌田。

松柏瑶族乡是江永县唯一的优质稻制种区， 连日持续晴
热高温， 致使2000多亩制种田 “脱水”， 如果不及时灌溉，
数千亩的水稻将颗粒无收。 面对日益严峻的抗旱形势， 该乡
党委政府要求广大乡村干部走出办公室， 到田间地头。 一方
面加强了水库、 山塘等水源的管理， 并派出干部到全乡受旱
较严重的5个行政村， 引导和发动村民抽水保苗； 一方面组
织老百姓寻找水源， 科学调度用水量， 化解争水纠纷。

花楼村300多亩制种稻严重缺水， 有的稻田开裂。 村民
任芳军夫妇种的4亩制种稻一个星期没有“喝水”， 他们为抽
水灌田保苗的事忧心忡忡。 为此， 乡干部调来一台抽水机，
从疏通的水渠把水抽进干涸的农田， 使制种田旱情得到了缓
解。

据悉， 到目前为止， 松柏瑶族乡干群齐心协力， 已组织
14支党员抗旱应急小分队奋战在抗旱一线， 全乡已投入人
力2000多人、 大小抗旱设备100多台套， 整修渠道10余公
里， 调节纠纷4起， 确保了7000多亩水稻、 芥菜等农作物的
抗旱灌溉。

江永瑶族乡干群协力抗旱

� � � � �湖南日报7月31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何昕 何
京蔓） 7月30日清晨， 新田县石羊镇周山村曹灶生等党员，
正在为村里的稻田放水。 但记者看到， 水从他们家的稻田经
过， 却没有放水进田。 他们告诉记者， 这是对群众的承诺，
先灌溉群众的田。

新田县地处干旱走廊， 全县近日旱情加重。 该县为发挥
广大农村党员在抗旱保增收中的积极作用， 开展了“抗旱有
我， 奉献在前” 活动， 并列入各级党组织、 党员考核的重要
内容， 鼓励广大农村党员不但积极带领群众抗旱找水， 更要
吃苦在前， 勇于奉献， 把有限的水资源先让给普通群众。

活动开展以来， 全县6000多农村党员自觉坚守“一把锄头”
放水一线， 主动带领广大群众找水。 还坚持做到“宁坼党员的
田， 也要先保群众的田”。 该县金盆圩镇徐家村党员找到一处水
源， 但大家坚持先灌溉群众的田， 受到群众赞誉。

新田农村党员“奉献在前”

� � � �湖南日报7月31日讯 （记者 张福芳）
“创建国家级高新区， 是娄底经济社会发展
中的一件大事，是市委、市政府立足娄底现
实与未来作出的重大决策。”今天上午，在娄
底市创建国家级高新区动员大会上，娄底市
委副书记、市长杨懿文如此说道。

今年以来，娄底把创建国家级高新区作
为推动全市“加速转型、奋力赶超”的重大举
措来抓，集全市之智，举全市之力。初步形成
了以涟源高新区为核心的“一区六园”创建
模式。 该市制定了《娄底市申报创建国家级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作方案》， 成立了协
调领导小组办公室。 到目前，该市高新技术
和高新技术产品企业达到104家，拥有国家
级创新平台3个，省级创新平台30个，“一区
六园”工业总产值超过1000亿元。

下一阶段， 该市还将高标准制定高新
区《战略发展规划》；重点围绕新材料、新能
源、生物医药等，培育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和区域特色的高新技术产业；建成2家省
级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新增4家省级以上
众创空间。 计划在2018年6月30日前成功
摘下国家级高新区这一“金字招牌”。

娄底全力创建
国家级高新区

“一区六园”工业总产值
超过1000亿元

农家门前屋后遍种茴香

浏阳淳口镇创设“茴香小镇”

� � � �湖南日报7月31日讯（记者 杨元崇）记
者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
近日召开的上半年经济形势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 上半年自治州规模工业实
现增加值39.98亿元， 同比增长6.1%，
较去年同期提高2.1个百分点。

从行业增势来看，计算机、通信和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2.9%， 是规模工业主要行业增加值
中最高的一项。 这源于近几年来，自治
州加大对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的引导
和扶持，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经
济转型升级步伐，以项目、平台、人才
等创新要素建设为重点， 优化人才队

伍， 高新科技企业拥有研发人员1100
人，促进了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
备制造业发展迅速。

据介绍，该州加快园区建设，园区
规模工业增加值占规模工业增加值的
54.1%。 自治州9个园区（工业集中区）
中4个园区规模工业增速实现正增长。

增加值同比增长522.9%

自治州电子信息制造业快速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