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11月21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唐爱平 版式编辑 张杨要闻07

!

!
"
#
$
%
&
'

! "#!

!"#$%&!'()*"+,-
!" ./

!! ! " "# $%&'()*'+
#"!$#$%% ,-./0123345678
9:;<= &$ >?@

ABC DEF7-GH;EIJKLC
MH;ENOP53Q:CRSTUVWXY
Z[\334@" "]^CIJKL_`ab
cd./0CefHghiHjhC;kl
[\m # n56789:334Cop;eq
r3s &$ >?C DtuvwcPxyz{
|}l~5�:m@

��YZ�r��C ���=��CD
MH�56������C�r��=��:
��P��@

0123456783%& !'
(9:"!" ./

!! ! ' "C��]�}�C;Ey��
�P�G� #"$!##$( ./0��P��]
 dm�¡&6�¢r@

m£¤¥fC ¦cDH;E§¨�GC
¢=©"Hª«;k[\334@ !! ! '
"]^Cª¬�¡&®,¯°±² ! ³´
µ¶&·¸ #"$!##$( ./0C ¹hº»m

0¼@ ½¾m;]¿À¸ÁÂCªÃÄÅÆ
Ç¸334ÈÉm@ ªºTÊËÌÍÎCÏ
ÍÎÐÑ;t�Ò¸ÓÔÕª@ ÍÎÖ×m
]CÕªØm;Ù§TeÚ 5̧6789:C
ÛÜÝÞß5àáCDtâ§TeÚCã=i

�<ägåæ@ :ªçmèè;éCÞß5êÕ
ëìØTín@ :lDîCªï3ïðñC3
òm�ì[\¸ínC ªóôhõö÷Cø
ùúû[\m;üý@ þÿH!k"#33
4C��Ò$ÛeH%&B¸ªCÛ'g«

;}�()*+¢mã=@ iHÍÎ��,
g¸3®â»-.k/0}C1h2()m
ã=@ 34e5¸�G�./0��¸��
]67 8&6�¢r9:m*+¸ &$ >
?ã=@

;<=># ?145@ABCD
DE !" ./F-

!! ! !( "CF7¸q;<q=>?@A
�BCµ #"$!#)!) ./0DEF¸��]
c8�¡&6�¢r9:m*+æG«;
t &$ >?6�ã=@

¢=©VCHI¸q=¦ýHJK�L
ÒMNC�BC¸OP]1ºsmLQ@ R
TBC¹SÞð��TÿUV¸6�W�
X¸;tã=Y=§ZCq=[S"m;\
Þß5igDî¸]^CêëM_`]¨ú@ :
�Haæobc8mE��¡&$c¯d
e+fghiq¯j� ( k !$% ³¸
#"$!#)!) ./0@ q=lm]ÁÂÆÇ¸
334¤C ms #$ ?[\m ) nno * ?
5̧6â:@ �3ò«pn¤Cq=z " n¢

=âqÕmrÀ¸DEFCÞß5g & nH¢
m * sC ig;ntllHeH¢m &$$
?u :DEF"vâwxlm]¤Þß5vp
t¢m &$ >?ã=Ctgyz{$u :q=
eIÖ×û"m;\ß5|}§¨~Cë��
+,-./0) e��:DEFÞß5�yt�{��
m� :e���¸q=�ÿDEFH��*
+®ÒéC*+"vâ�p��¤C®rû
ém@ !()*"

!!"#$%&'(
!!!"#$%&'()*+,-# !"./01

! ! ! !!"#$%&'()*+,-./01234"3
$567894:;<7=>?@ABCDE34FG
HIJKLMN OPQ4-RSTUVWXYZ[\]
H^_`abcXdefghijklHmn&op
67894qrstghijuvwxy

VWXz"e{=|}~-� "#$ �4%&" i4}
����~-�ij����4=��24"H���
?4>?��y ��4cXdef������gh4�
�Xe=}~-���6789pmn&oy e=}
~-��6789��X�7�o�: ¡¢£4¤
¥>?4¦��§¨©ª«7�£¬46789�:
¥®�*«£y mn&oH¯£°d=e=�±ª«4
²³´µ %# ¶·̧ ¹º4»¼½¾}~-�¿ÀÁ7=
Âa./4ÃÄÅÆÇ®�ÈÉtÉIJy

mn&op6789�ÊËÌe{=|}~-�
./ÀÁH-�7=4ÍÎ2ÏÐ7�IJ4ÑË�e
=}~-�ÒÓmnÔÕÇ Ö×ØÙÇ ÚÛIJHÜ
Ý4Þßiàáây '!"#(! ! ! !

!$%&'!

!"#$%&'()*+,-

湖南日报11月20日讯 （记者 张尚
武）眼下，秋季灵芝收获归仓。邵阳县塘
渡口镇岐山村的贫困户今年种灵芝，户
均增收3500元。 贫困户邓端阳高兴地
说：“多亏扶贫工作队， 引导大家少种玉
竹，改种灵芝，否则今年亏惨了。”

贫困户邓端阳所说的工作队， 来自
湖南财信金融控股集团（以下简称湖南
财信金控）。工作队驻村扶贫3年来，帮助
村里改善水、电、路等基础设施，集团领
导结对帮扶村里的80户贫困户。去年，全
村82户334人顺利脱贫，今年将完成最后

一批26户脱贫“摘帽”。
工作队刚进村时， 村里家家种植

中药材玉竹。当时玉竹价格好，每公斤
高达20元。有人提出，把钱都投入玉竹
种植。工作队多方考察，认为没有龙头
企业带动， 玉竹种植户很难抵御市场
风险。为分散风险，工作队牵线搭桥，
引进一家公司，带动村民种灵芝。由公
司统一供种、统一技术培训，按保护价

统一收购， 确保每个贫困户年增收
3000元以上。 现在， 全村所有贫困户
都种了灵芝， 玉竹种植户只剩5户。今
年玉竹价格每公斤仅4元， 跌至近年
“谷底”，种植户亏损严重。而岐山村绝
大多数贫困户已改种灵芝， 躲过了市
场风险。

灵芝8月种植，3个月就能收获，贫困
户来钱快。 而油茶投入期长， 受益期也

长。着眼长短结合，工作队引导村民，成
立油茶专业合作社， 建设1200亩油茶基
地，贫困户以荒山入股，挂果后享受产出
50%的分红。绿色能源前景广阔，工作队
帮扶岐山村建成全省首个扶贫光伏电
站，于去年4月22日并网发电，已为村集
体带来11万元的收入。 工作队队长刘立
志称：“对贫困村而言，产业要选得准，脱
贫才靠得住。”

老房子如何装电梯
长沙征集到1000余个“金点子”

湖南日报11月20日讯（记者 王文）老房子如何装
上电梯？长沙市面向广大市民开展有奖征集方案活动，
吸引众多市民参与，收到各类方案1000余个。

按照长沙市市长办公会要求， 该市住建委于10月
16日至11月5日开展既有多层住宅增设电梯方案“金点
子”有奖征集活动。21天里，通过邮件、信函、来访、电话
等多种方式，共收到各类方案1000余个。市民就电梯增
设工作中的建设原则、资金筹措、建设维护、安全监管、
法律规定、流程优化等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近日，长
沙市住建委邀请专家对方案进行筛选评定， 选出20个
具体方案和50余个含金量高的“金点子”，并最终从中
选定6个方案。

“既有多层住宅增设电梯面临三大难题，一是受有
关法律法规限制，二是业主意见难以达成一致，三是后
续管理问题。”长沙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针对这
些难题， 市民提了不少好的意见和建议。“老房子装电
梯应坚持业主自愿、政府主导、依法依规、因地制宜、安
全为先的原则。”市民建议，政府应在现有法律法规基
础上， 出台既有多层住宅增设电梯的操作办法和实施
方案， 为老房增设电梯提供法律保障； 在资金筹措方
面，可采取业主自筹、财政补贴、政策扶持、社会资助等
多种方式进行；在后续管理上，可建立电梯维修基金，
由业主平摊费用， 电梯电费和维护保养费由业主共同
承担。该负责人表示，他们正在对征集到的“金点子”进
行整理，再将方案报送市长办公会进行专题讨论。

据介绍， 长沙市目前有四五十万人还住在上世纪
60至80年代建的老房子里，这些房子由于历史原因，没
有规划设计电梯，给居民生活带来不便，尤其影响老人
和小孩上下楼。 长沙市市长办公会在听取人大代表和
政协委员建议后，决定通过公开征集方案的方式，发挥
市民的集体智慧，努力解决这项民生问题。

“法润三湘”法律援助
志愿者派遣仪式举行

湖南日报11月20日讯（记者 沙兆华 通讯员 曾炜
君）今天，省司法厅举行2017年“法润三湘”法律援助志
愿者行动派遣仪式，25名来自长沙和湘潭两地律师，将
奔赴龙山、花垣等21个律师资源短缺的县（市），开展为
期一年的法律援助志愿服务。

为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根据司法部、财
政部《关于律师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和省委办公
厅、 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实施意
见》，省司法厅、省律师协会决定开展2017年“法润三
湘”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经过宣传动员、报名和初审、
审核确认和体检，一批具有无私奉献精神，业务能力较
强，自觉遵守纪律法规的优秀律师加入志愿者行动。25
位律师志愿者表示将忠实履行职责使命， 认真办理好
法律援助案件，做好普法宣传，当好法律顾问，发挥好
传帮带作用，帮助培养当地法律人才，提高当地法律援
助能力和水平。

湖南日报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刘奕芸

11月16日，桃江县武潭镇汤家塅村。
69岁的村民周锡佳在易地搬迁新房前，
给身在外地的女儿打电话， 告诉她今年
过年有新房住了。

“150平方米的房子，我们一家五口
才交了1.5万元。” 周锡佳说， 多亏政府
好，老了还能住新房。今年村里像他家一

样的贫困户，有14户易地搬迁住新房。
新房子，新变化。走进汤家塅村，村民

都说变化大。“我孙子都能赚到钱啰!”在村
口，76岁的村民周校禄告诉记者， 他的孙
子周凯21岁了，患先天性疾病。今年，村里
建了一家竹制品厂，扶贫队安排周凯去厂
里包装竹筷，每天能赚60至80元。

“以前为了农田灌溉，村民没少闹矛
盾。现在建了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田里旱

涝保收了。” 村民周新高还讲了一件喜
事， 村里农村安全饮水工程马上就要完
工了，到时都能喝上自来水啰。

尤其让村民觉得有脸面的是， 村里
破败不堪的小学也在今年夏天修缮一
新，村里小孩能就近入学了。

“这些都要感谢益阳市委政法委扶
贫队。”村党支部副书记周跃林说，村里
耕地少、设施又落后，全村691户，2015

年有建档立卡贫困户109户。益阳市委政
法委扶贫队驻村后，村里开始起变化，修
路修桥、改造电网，发展各种产业。周凯
上班的竹制品厂，就是扶贫队引进的，安
排了10余个贫困村民就业， 村里南竹也
有了销路。扶贫队还用扶贫资金入股，每
年村里能分红6万元。村小学修缮和贫困
户易地搬迁，也是扶贫队争取的资金，光
小学修缮就花了92万元。

今年初， 汤家塅村贫困户已减至47
户。“今年底， 我们就能摘掉贫困村的帽
子了。”周跃林说。

湖南日报11月20日讯（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毛中和 付赞）记者19日从湖南
省食药监局获悉，娄底市食药监局、市
公安局、市检察院近日联合行动，成功
破获了一起违法销售母种猪肉案，3人
被刑拘。

据了解， 娄底市食药监局与市畜
牧部门一道在今年下半年开展的肉及
肉制品专项整治行动中发现， 有不法
商贩以母种猪肉冒充正常生猪肉销
售，严重损害消费者利益的违法行为。
得知线索后， 娄底市食药监局立刻派
人进行调查核实。 经过近20天周密的
摸排和重点跟踪，成功掌握了付某、曾
某等不法分子从农户手中收购母种

猪、 送往定点屠宰点屠宰以及贩卖到
农贸市场和各肉摊贩点的非法销售链
条。11月12日凌晨5时， 娄底市食药监
局、市公安局、市检察院启动行刑衔接
机制，联合开展收网行动，一举将位于
中心城区中兴农贸市场内5个涉案肉
摊点、 珠山公园旁某宁乡花土猪肉摊
点等地7名涉案人员全部查获，现场查
扣待销售的母种猪肉9条，涉案肉类共
计1500公斤， 同时在定点屠宰点查获
待宰杀活母种猪10头。经查实，涉案人
员付某、 曾某等人在娄底中心城区长
期从事以母种猪肉冒充正常生猪肉销
售至各大酒店宾馆、 甚至部分学校食
堂的不法行为，根据国家标准GB9959.

1-2001《鲜、 冻片猪肉》4.1
“公、母种猪及晚阉猪不得用
于加工鲜、冻片猪肉”的强制
规定， 上述行为均已涉嫌违
法。

目前，付某、曾某等3名涉
案人员已被市公安局依法刑事
拘留。下一步，执法人员将根据
已掌握的证据链继续追根溯
源， 彻底摧毁中心城区违法销
售公母种猪肉的整张网络。

精准扶贫 在三湘
湖南财信金控扶贫岐山村

产业选得准 脱贫靠得住

湖南日报11月20日讯（通讯员 钟武
伟 记者 左丹）11月18日，我省中小学创
客教育研究与交流的常设组织———湖南
省教育学会创客教育中心正式成立，该
中心挂靠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学校。 全省
400余名中小学教师代表出席。湖南省科
协名誉主席、 中国工程院院士何继善到
会并作专题讲座。

目前，我省中小学创客教学、竞赛、
培训等活动基本上是以学校自发、 企业
赞助的形式为主， 缺乏省一级学会的统
一组织与专业指导， 不利于创客教育的
长远发展。 湖南省教育学会创客教育中

心的成立，将通过探索设置创客课程，加
强创客空间建设，开展创客师资培训，创
客活动等， 为全省中小学创客教育的健
康发展， 为培养创新型科技人才搭建一
个广阔的平台。

中心还组建了专家顾问团，聘请了中
南大学、国防科技大学等单位的专家教授
担任。何继善院士作了《拥抱新时代，创造
新辉煌》为题的讲座。北京景山学校信息
技术教研组组长毛澄洁与代表们分享了
校内开展创客教育的经验。该中心举行了
首批创客教育基地成果展示，并为创客教
育示范区与示范基地授牌。

娄底破获一起
违法销售母种猪肉案

湖南省教育学会
创客教育中心成立

助听障儿童倾听世界
11月20日，工作人员在为贫困听障儿童验配调试助听器。当天，“集善工程———

助听行动”湖南项目长沙捐赠仪式在长沙市特殊教育学校举行，该学校47名贫困听
障儿童收到由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捐赠的特大功率助听器，并进行专业验配，让他
们在世界儿童日当天能倾听世界的声音，走出无声世界。 傅聪 摄

送电影进乡村小学
11月20日， 南华大学医学院支教队的志愿者来到衡阳县樟树乡中心小学， 为

留守儿童播放电影， 并与他们一起玩游戏， 让他们在欢声笑语中度过世界儿童日。
唐秀溶 曹正平 摄影报道

世界儿童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