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怀化：“双百”工程就业扶贫
湖南日报8月2日讯（记者 雷鸿涛）

8月1日， 由湖南中铁五新钢模有限责任
公司（怀化）举办的“双百”工程就业扶贫
培训班开班，25名贫困农民工成为首批
培训对象。 他们将在为期1个月的时间
里， 免费学习焊工操作技巧、 切割技术
等。公司董事长郑怀臣介绍，今年，公司
安排80万元经费， 资助贫困大学生100
名，帮助其完成大学学业；免费为100名
来自怀化贫困家庭的农民工，分4批次进
行技能培训，并安排就业。

桃江：科普e站亮相社区
湖南日报8月2日讯 （通讯员 罗中

华 记者 杨军）8月1日，在桃江县科协工
作人员指导下，该县桃花江镇团山社区、
桃花江社区多媒体科普阅览屏（俗称科
普e站）投入使用，在益阳市率先建成新
型科普信息化平台。科普e站开通了本地
风采、科普信息等栏目，可方便居民及时
了解桃江新闻、服务信息、防诈骗常识、
健康小知识等。科普e站可下载至手机阅
读，还可通过朋友圈共享，使科学知识变
得触手可及。

望城：邀您来拍人文美景
湖南日报8月2日讯（记者 谢璐 通讯

员 谢添）今天，长沙市望城区启动“遇见·
夏日望城” 最美旅游景点随手拍活动，邀
请广大市民、游客用手机、相机记录望城
的自然风光、人文美景。本次活动自即日
起至8月21日，市民和游客只需关注“望城
文旅投”微信公众号，拍摄望城境内旅游
景区、景点的照片或视频，即可参与活动。
投稿截止后，活动组委会将组织摄影专家
初评选出50份优秀作品，再由微信平台投
票决选，评选出一、二、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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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8月2日讯（廖声田 宁奎）
8月1日上午，冒着烈日高温，慈利县消防
官兵为缺水严重的东岳观乡道人山村紧
急送水，村民们带上桶、盆排队取水。村
民卓群芳说：“有送水队支持， 我们节约
一点用，至少3天内人畜用水没问题了。”

7月， 张家界市出现持续高温天气，
累计平均降雨87毫米， 比历年同期均值
偏少63.78%， 旱情迅速蔓延。 至7月30
日， 该市共有17座上型水库蓄水位接近
死水位，2015口山塘接近干涸，27条2公

里以上河流断流，造成60个乡镇出现旱
情，农作物受灾面积达38.7万亩，受灾人
口22.9万人，其中饮水困难1.79万人。

灾情就是命令。7月中旬以来， 张家
界市防指提前应对、科学调度，按照“先
生活、后生产”原则，实施调水、配水、送
水、找水和人工增雨等措施，保障人畜用
水，降低灾害损失，有力维护社会稳定和
暑期旺季旅游秩序。7月29日至30日，当
地水利部门送水服务队进村送水800多
吨，解决了1.5万人饮水困难。气象部门

抓住时机， 进行人工增雨高炮作业8次、
火箭作业3次，区域内普降小到中雨。

据当地气象部门分析，张家界市8月
上旬仍多高温天气， 甚至有夏秋连旱的
可能。7月30日、31日， 张家界市再次召
开抗旱调度会和视频会， 按照抗旱Ⅲ级
应急响应要求，进行全民动员，万众一心
防大旱、抗长旱。7月31日下午，市委书记
虢正贵、 市长王志刚等领导纷纷深入基
层一线，指导协调抗旱工作，鼓励群众坚
定信心。

目前， 张家界市各级各部门纷纷行
动起来， 党员干部赶赴驻村帮扶、“三联
四建”“双联”联系点，帮助送水找水、调
度物资、组织捐献等。各基层党组织发挥
战斗堡垒作用，带领广大群众不等不靠，
抗灾自救，齐心协力打赢抗旱“持久战”。

湖南日报8月2日讯 (记者 周勇军
通讯员 唐志君 )今日，记者在桃源县旱
情严重的杨溪桥镇煌山村看到，15台水
泵正开足马力， 抽水灌溉300多亩猕猴
桃。一身大汗、正在现场调度的杨溪桥镇
镇长陈咸润告诉记者，从7月21日起，镇
村两级就调集所有潜水泵24小时抽水
抗旱。

据了解，今年6月下旬至7月初，桃源
县经历了两轮洪水。 洪灾之后又遭遇持
续晴热高温天气。目前，全县因旱受灾人

口达4.3万多人，农作物受灾面积28.5万
亩，成灾面积12.5万亩。

面对严重旱情，桃源县先后3次召开
抗旱专题会议，要求全县上下树立“抗大
旱、抗长旱、抗连旱”的思想，上下联动全
力抗旱保收。从7月25日起，该县县级领
导纷纷深入其联系的乡镇、水库，靠前指
挥、调度。各乡镇干部职工取消双休日，
帮助各村组干部和农户积极开展抗旱工
作。县防指、县水利局强化对抗旱水源的
科学调度，县内9座大中型水库灌区水源

由县防指负责统一调度， 全县有灌溉任
务的大中型水库一律停止发电， 在保证
人畜饮水的前提下，全力确保抗旱用水。
县气象局先后4次组织实施人工增雨作
业，作业区降雨效果明显，有效缓解了西
北部旱情。县农业局、县民政局成立抗灾
工作组，深入田间地头勘灾救灾。县农机
局调度20多台大型抽水机具，支援旱情
严重的乡镇抗旱。

在县委、县政府统一领导下，桃源县
各乡镇各单位迅速开展抗旱保收、 抗灾

自救工作。 灌区乡镇积极组织群众疏通
渠道， 清理垮塌的涵洞。 山区群众采用
“搭枧引水”等方式抗旱保苗，有条件的
村组采用多级提灌、 打井取水等方法增
加水源。 县抗旱服务队出动2台送水车，
为山区饮水困难群众运送生活用水。

目前，桃源县已组织各级干部1500
多人、劳力3.5万人，投入抗旱救灾工作。
已累计投入抗旱资金1050万元，启动机
埠125处， 出动各种抗旱机具0.6万台
（套），力争将旱灾损失降到最低。

新闻集装

张家界干群奋起抗大旱

桃源上下联动抗旱保收

湖南日报8月2日讯（周俊 王志强）今日，娄底市公安
局组织民警，对城区治安情况进行摸底排查。自开展“三
打三整治”专项行动以来，娄底重拳出击，直指黑恶犯罪、
抢夺盗窃、黄赌毒等，以守护一方安宁。

党的十九大召开在即， 为进一步营造安全稳定的社
会环境，娄底市从7月1日开始，集中开展为期半年的“三
打三整治”专项行动，即重点打击盗抢、黑恶、诈骗等犯罪
行为，整治黄赌毒、枪爆、寄递物流业和消防安全隐患。采
取高压态势和强力措施，集中破获一大批案件，抓获一大
批逃犯，摧毁一大批犯罪团伙。

为了使专项行动取得实效，娄底市建立每日一调度、
每周一通报、每月一讲评工作机制，及时调度和解决工作
难题；建立奖惩机制，对排名末位的单位给予通报批评，
对相关领导予以警示约谈； 建立保密举报平台和快速查
处机制，做到快速出击、追查到底。同时，广泛发动人民群
众参与。目前，已破获刑事案件463起，抓获涉黑涉恶团伙
成员69人、 网上逃犯105人， 并破获了一批电信诈骗案
件，有效震慑了犯罪分子，群众满意度大幅提升。

湖南日报8月2日讯（王茜 夏叶）今天，记者从长沙市
粮食局获悉，自7月15日长沙早籼稻开秤收购至今，共收
购新早籼稻14.8万吨， 预计长沙今年可收购早籼稻20万
吨左右。

在中央储备粮长沙直属库茶亭收储点，记者看到，农
民卖粮实行“一卡通”，农民进入粮库后可办理一张智能
卡。卡中录入交粮信息，从粮食抽检、入库到结算，都可凭
卡实现电脑操作，最终实现售粮款即售即结，快捷有序，
极大地方便农民卖粮。

除了全面安装“一卡通”收购系统外，长沙市各收购
库点还推行“一站式”服务，提供“有防暑降温药、有茶水、
有盒饭供应、有休息场所、有举报投诉电话”等“五有”服
务；做到准备工作、“一卡通”收购系统、检验流程、质价政
策执行、粮食整理流程、统计工作、收购工作行为规范等
“七个标准化”；坚持粮食收购“五不准”政策，严禁向送粮
农民索拿卡要，让农民交“舒心粮”“放心粮”。

针对今年早稻抽穗扬花期间长期阴雨导致不饱满
颗粒增多，收割前受洪灾影响、水分杂质较多的特殊情
况，全市粮食行业从多方面入手让利于民，最大限度维
护受灾粮农利益。宁乡粮食收购企业适度降低扣水扣杂
标准，主动为粮农提供清杂烘干服务。如中储粮宁乡直
属库补贴清杂费用8万余元， 湖南粮食集团宁乡金霞公
司补贴清杂费用7万余元。 卫红米业启动东湖塘、 回龙
铺、双江口3个粮食产后服务中心的早稻烘干收储工作，
累计烘干收购早稻湿谷5000余吨， 为送粮农民减免烘
干费用20余万元。

“五有”服务
让农民交上“舒心粮”
长沙预计可收购早籼稻20万吨左右

湖南日报8月2日讯 （记者 蒋剑平 肖祖华 通讯员
周玉意）8月1日下午，邵阳市委全体（扩大）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加快推进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该市将重
点发展先进装备制造、特色轻工、食品加工、电子信息4大
主导产业，同时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生物医药、家居建材、
新能源、 旅游等10大重点产业， 构建起以现代农业为基
础、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先导、先进制造业为主导、现代服
务业为支撑的产业发展新格局。

为顺利实现这一发展目标， 邵阳市将大力实施重点
产业建设“1125”工程，即在2017至2020年，通过采取改
革激发活力、重点项目带动、培育领军企业、升级产业园
区、引导技术创新、打造标志性品牌、招商引资引智、创新
要素保障、特色乡镇建设、产业精准扶贫10大措施，每年
实施推进100个重点项目，拉动投资1000亿元，年新增税
收20亿元、实现产值500亿元。到2020年，全市三次产业
结构比例争取达到14： 39： 47的发展目标。

同时， 邵阳市对每个产业项目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建
立起“一个产业、一位领导、一套班子、一抓到底”的产业发
展机制，通过加快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简化办事程序，加强
行政效能监察，优化产业发展环境，大力推进产业发展。

加快构建具有当地特色的产业体系
邵阳出台
推进产业发展新政

娄底出重拳保一方安宁

湖南日报8月2日讯 （通讯员 向民
贵 记者 彭业忠）8月1日上午，泸溪县人
民医院分管副院长带着相关人员， 来到
泸溪高新区富丽民族服装有限公司，现
场看货谈价，并在纪委现场监督下，预订
空调被、医生护士服装、病人服装等，签

下了30多万元的订单。这是由泸溪高新
区纪委牵线搭桥， 促成的首个“廉洁订
单”。

据泸溪县纪委相关人员介绍，“廉洁
订单”由纪检部门牵线搭桥促成，价格必
须是市场最低价，并且无中介、无回扣及

劳务等费用。 订单必须在纪委现场监督下
签订，并在纪委跟踪监督下履行合同，杜绝
吃请、拿中介费、拿回扣等行为。

泸溪县人民医院院长杨清明说，“廉洁
订单”好，既支持了当地企业发展，又减少
了医院通过中介采购产生的不必要费用，
还可杜绝腐败的发生。 富丽公司法人代表
张仟表示，“廉洁订单”直接让利于医院，实
现了双赢。

泸溪高新区签下首个“廉洁订单”

湖南日报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文斌 罗建群

“以前心里一急就头晕，现在只要有
机会，我就会练练乒乓球，出出汗，一身
轻。”近日，炎陵县中村瑶族乡党委书记
谭湘东接受记者采访时感慨地说， 该县
大力开展“治陋习、树新风”专项整治活
动， 全县党员干部生活方式正在悄然发
生变化。

选择多了乐趣多
“带小孩看正在热播的《将改革进行

到底》，让孩子感知中国改革发展进程。”
炎陵县纪检干部廖明智认为， 带着家属
观看革命传统教育电影、 收看政论专题
电视节目， 这种教育方式比平时干巴巴
的说教更有效果。

近年来， 炎陵县全力创建省级现代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加大投入力

度，先后建成“四馆一中心”，提质改造了
国家一级图书馆、国家二级文化馆、中国
工农红军活动纪念馆。 还投资1.2亿元，
建成了全省首个大型综合性文化体育活
动中心， 建了数字化电影院， 有了游泳
池、沿河风光带和4个大型广场，老百姓
读书、健身、休闲有了更多选择。今年以
来， 县图书馆接待读者量和书本借阅量
同比增加了110%。

下班之后打球去
“下班后， 我们球队快点到职校球

场，和江陵木业队比赛。”炎陵县国税局
干部刘跃龙在微信中催促着自己的球
友。球类活动因为兼具运动、竞技和社交
功能，成了当地许多年轻干部健身首选。

“身体是工作的本钱。”这些“老调”
又慢慢挂上了嘴。

在炎陵县，群众体育运动蔚然成风，
每年“健身月”“庆国庆”等时段，篮球、乒

乓球、登山、广场舞等各项体育赛事吸引着
干部群众积极参与。目前，县里文艺健身团
队已增至259个，是前年的2.2倍。在不足5
万人的县城里， 单是民间篮球俱乐部就建
了15个。

应酬少了身体棒
小范在炎陵县一家县直单位办公室

工作近10年了，3年前小范在常规体检中
发现了“三高”症状。“以前单位办公室接
待任务重，早出晚归是常有的事，关键是
还得经常陪酒，完全是拼身体！”小范的无
奈道出了许多干部的苦衷，因为作息无规
律，甚至暴饮暴食，许多干部呈“亚健康”
状态。不但透支了身体，而且影响了党和
政府的形象。

炎陵县作风建设越抓越严。“禁酒令”
成了护身符，公款高消费娱乐活动成了不
可触碰的高压线。少了迎来送往，没有了同
城宴请，劝酒斗酒现象很少见了。无形中给
基层干部松了绑、减了压，他们有了更多自
由支配的时间。据当地体检中心统计，全县
干部职工患“三高”、脂肪肝、痛风的人数近
3年来呈逐年下降趋势。

生活方式悄然变化
———炎陵县开展“治陋习、树新风”专项活动侧记

湖南日报8月2日讯 （通讯员 生真
记者 彭业忠）“来水了，田里的禾苗有救
了！”8月1日， 吉首市石家冲街道力溪村
60多岁的苗族石大爷，看到灌渠里汩汩
的河水，很是高兴。

7月份以来，吉首市有效降雨天数仅
为3天，降雨总量为16.4毫米，较历年同
期的223.4毫米减少93%，全市农作物受
旱面积达6.645万亩，成灾面积2.3561万
亩， 绝收面积7727亩，1860人因旱出现
临时性饮水困难。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常委、吉
首市委书记刘珍瑜， 要求各相关职能部
门，做好抗旱工作。该市组织1万余名党
员干部组成“党员冲锋队”“民兵应急队”
“群众自救队”投入抗旱。目前，全市累计
投入抗旱设备140余套， 浇灌面积2500
亩; 拦河筑坝156处， 疏通渠道300多公
里；发射人工增雨炮弹40枚，己略乡站
点降水12.6毫米，排绸乡站点降水8.6毫
米，有效缓解了旱情。

吉首党员干部抗旱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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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482 1040 501280

组选三 332 346 114872
组选六 0 17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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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日，永州市零陵区大庆坪乡田家湾村发现一座古石拱桥。据考古专家、区文管所副所长唐森忠（左二）现场鉴定，该桥建于
唐朝咸通年间，距今已有1100多年历史。该桥为单拱石桥，由青石凿雕后加桐油拌石灰硬砌而成，整个桥拱高近5米，跨度为8.6米，
是永州市至今发现修建时间最早、保存最完好的石拱桥之一。 罗丘辉 杨万里 摄影报道

唐代石拱桥 遗世独存涧

战高温 抗干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