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湖南日报12月25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廖振华 毛钦 ） “我们沙洲村
再也不是脏乱差了。 最近在由郴州市
委宣传部牵头组织的评选中， 成功入
选郴州市‘十大美丽村庄’。” 12月21
日， 汝城县文明瑶族乡沙洲村党支部
书记朱中建高兴地说， 现在村里干净
整洁、 美景如画， 游客络绎不绝。

去年， 郴州在开展三年农村环境
卫生整治的基础上， 开展洁净乡村4年
行动 （2016-2019年）， 力争到2019
年， 实现全市农村卫生保洁、 环卫设

施、 卫生厕所等全覆盖， 进一步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 市里组织开展“千村
大清洁， 万人大清扫” 等活动， 清除
陈年生活垃圾， 清洁田园、 清洁水源、
清洁家园。 同时， 按常住人口每千人2
至3人的比例配备保洁人员， 并采取
“政府引导、 市场运作” 方式， 建立
“户集村收乡转运县处理” 的垃圾收集
转运处理体系。 这两年， 通过投资7.23
亿元， 全市建设乡镇垃圾中转站45个、
村级垃圾集中收集点8761个， 添置垃
圾清运车248台、 垃圾箱21万多个， 聘

请乡村保洁人员1.7万多名， 清运垃圾
35万多吨。

在洁净乡村行动中， 郴州实施
“厕所革命”， 全面消除传统旱厕， 推
广生态厕所。 市里对各县市区改厕工
作从制定计划、 选择模式、 严格流程、
加强施工、 确保质量、 建立管护机
制等方面明确标准、 提出要求。 今
年， 该市建成“四格式” 生态公厕
295个， 有2.3万多户农民建成了无
害化卫生厕所。 目前， 全市农村卫
生厕所普及率达87.06%。

洁净行动带来乡村美。 郴州现已
创建中国美丽乡村百佳范例1个、 省美
丽乡村示范村37个、 市美丽乡镇14个、
市美丽乡村示范村181个。 今年， 郴州
被评为“中国美丽乡村建设示范地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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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12月25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邓美林 唐耀东 ） “养殖森林
土鸡， 成本低， 售价高。 今年， 我养
殖森林土鸡纯收入20万元。” 12月25
日， 双牌县何家洞镇何家洞村村民周
海林高兴地说。 近年， 双牌县因地制
宜发展森林土鸡养殖产业， 推动全县
加快脱贫摘帽。 到目前， 该县免费向
贫困群众发放森林土鸡鸡苗42万羽，
实现全县贫困户养殖全覆盖， 带动全

县土鸡养殖100万羽， 总产值达1.1亿
元， 全县贫困户今年户均增收4000元。

双牌是典型的林区县， 全县土地
总面积1751平方公里， 其中林地面积
占89.7%， 人均林地11.66亩。 该县通
过广泛调研， 把发展森林土鸡养殖产
业作为脱贫攻坚的重要产业来抓， 选
择营养价值高、 市场前景好、 经济效
益高的乌骨鸡作为主打品种。 该县和12
个乡镇（局）成立森林土鸡养殖专业机

构，引进龙头企业湖南云浩农业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成立12个森林土鸡养殖专
业合作社，上接公司、下连农户，严格落
实“统一防疫、统一供苗、统一技术指
导、统一质量标准、统一保底价收购”措
施；免费发放的鸡苗由繁育基地养育32
天，落实6道防疫措施，再发放给贫困群
众养殖，确保贫困群众“零风险、纯收
益”。 泷泊镇卿家巷村贫困户廖顺国介
绍，以前，他们也养殖土鸡，但受到防

疫、滞销等问题的困扰，而合作社包技
术、包收购，收入稳定。

双牌县利用电商、 全域旅游等平
台， 拓宽森林土鸡销售渠道， 建成县
级电商运营中心1个、 村级电商服务站
99个 （其中贫困村78个）， 通过电商销
售森林土鸡今年已超过 1000万元，
“游双牌、 吃土鸡” 成为消费时尚。 预
计到今年底， 该县将有2844户贫困户
11340人脱贫摘帽， 67个贫困村出列。

益阳打响项目建设
冬季大会战

湖南日报12月25日讯 (记者 邢玲 ) 今天上午， 益阳市
“项目建设年” 冬季大会战暨量子动力新能源科技建设项目开
工仪式举行。

益阳市今年扎实开展“项目建设年” 活动， 坚定不移抓
项目、 扩投资、 稳增长、 促发展。 据统计， 全市春季大开工、
夏季大推进、 秋季大攻坚、 冬季大会战重点建设项目共186
个， 总投资567.7亿元。 今年计划投资182.4亿元， 1至12月预
计完成投资200.7亿元， 为年度计划的110%。 其中， 产业项目
118个， 今年计划投资113.6亿元， 预计可完成投资126.4亿元，
为年度计划的111.3%。

开工仪式后， 益阳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瞿海率
队前往益阳高新区、 赫山区和资阳区项目奠基、 开工和建设
现场， 查看项目建设和进展情况。 他要求各级各部门创造良
好营商环境， 继续突出招商引资这个抓手， 推动重大项目快
落地、 早见效， 把项目建设成果体现到财政增收、 富民惠民
上来。

“夏天臭烘烘、冬天冷飕飕”，
拜拜！
湘阴181所学校告别“旱厕”

湖南日报12月25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汪令维 王石罗 ）
冬阳和煦， 大地宁静。 今天， 湘阴县鹤龙湖镇菱角拐学校教室
里书声琅琅， 操场上欢声笑语， 处处激荡着吉祥的音符。 五年
级学生姚瑶指着校园内新建水冲式厕所说： “我们再也不用跑
到外面去‘方便’ 了！ 学校条件越来越好， 我们学习起来更轻
松、 更有劲！”

“雨天一脚泥， 头顶滴滴答； 夏天臭烘烘， 蚊子把歌唱；
冬天冷飕飕， 冻得打哆嗦……” 该校许多学生说起过去的旱厕
都一脸无奈。 有的学生为了避免蹲“茅坑” 的尴尬， 宁可憋尿
也不愿上厕所。 “部分农村学校的公厕是老式旱厕， 基础设施
落后， 环境卫生较差， 不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 湘阴县教育
局局长倪立祥表示， 解决好孩子如厕难的问题， 是当代教育人
的使命与责任担当。

今年以来， 湘阴加大对城乡学校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投资
487万元， 新建或改造了全县111所学校的旱厕， 总面积达
5550平方米。 各校均按标准建设了三级化粪池厕所、 粪尿分
集式厕所， 安装独立式冲水箱605个， 高位自动冲水箱112个。
目前， 该县181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已全部告别旱厕时代。

湘阴县还投入4000多万元， 实施29所小学教学点的标准
化建设和7所省级合格幼儿园的建设； 新建校舍5000平方米，
维修改造校舍25600平方米， 购置教学和学生生活设施设备
4500台 （套）， 改善和优化了全县中小学校的教学环境。

宁乡青少年徒步
“穿越宁乡”做公益

湖南日报12月25日讯 （记者 李曼斯
通讯员 刘洋） 23日， 由共青团宁乡市
委主办的宁乡市“穿越宁乡” 青少年公
益文化活动在宁乡文体中心启动。 近百
名城区中小学的青少年徒步穿越宁乡，
来到虎山特教学校与残疾儿童、 留守儿
童开展互动活动。

这次活动旨在让孩子们在徒步中感
受宁乡人文， 在公益活动中学会奉献。
孩子们与虎山特教学校的小朋友一起游
戏互动， 还制作卡片送上寄语， 通过

“小手拉大手” 带动全家一起关爱弱势
群体。

“这个活动既提升了孩子们的综合
素质， 又可以为留守、 残疾儿童带去关
爱， 非常有意义。” 家长代表苏女士说。

永州“水陆空”
协同演练森林防火
湖南日报12月25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吴炳贤) 12月25日， 阳光明媚。
在永州市冷水滩区岚角山镇香山前村，
直升机在空中盘旋， 冲锋舟在水上穿
行， 近400名身着橙色灭火服的消防员，
携各式灭火设备现场灭火。 来自永州市
各县(市、 区)的林业部门及武警永州支
队等单位人员参与防火演练。

演练包括5项内容， 包括风力灭火
机与高压水雾组合扑火演练、 脉冲水炮
扑火演练、 灭火弹拦截火线演练、 高压
水泵扑火演练和直升机与专业队地空综
合扑火演练。

通讯员 向晓玲 李晓丹
湖南日报记者 陈昊

12月20日， 全国优秀法院———泸
溪县人民法院第三民事审判庭里， 民
商事第二合议庭的法官们正在对一起
离婚案件进行调解。 两个小时前， 当
事男女双方相互指责， 谁也不愿在离
婚问题上后退一步。

“杨强 （化名）， 我问你一句话，
你老婆跟你是自由恋爱吧？ 当初她为
了你从河南那么远跑到我们泸溪来，
跟你也有5年多了。 她为了这个家自
己纳鞋垫， 赶圩场拿去卖了贴补家
用。 你也要学会体谅， 婚姻不是儿
戏， 要对家庭负责。” 法官张竹林苦
口婆心。 53岁的张竹林， 从事审判工
作29年， 经她办理的案子无一当事人
上访。

杨强点点头， 若有所思。
他与妻子李柳 （化名） 结婚5年，

育有两个小孩。 杨强在镇上工地做
工， 为了能多赚点钱， 经常不能回
家， 家里的事照顾得少。 李柳抱怨杨

强严格控制她的自由， 经常不允许她
外出， 对于金钱也管得很严。 如果买
菜花的钱多了一点， 他都会破口大
骂， 认为她不节省。 两人也曾大打出
手， 村支两委甚至乡政府的干部都来
调解过， 但治标不治本。

“对呀， 一个女人背井离乡跟着
你， 还给你生了两个娃， 让家散了，
你于心何忍？ 我也是两个孩子的妈，
我老公是乡镇干部， 经常也是在乡里
不回来。 不过我老公能体会到我在家
照顾两个小孩的辛苦， 经常对我嘘寒
问暖， 让我很暖心。 夫妻之间本就要
相互信任、 相互扶持。 想想她为你背
井离乡， 你应该重视你们之间的感
情。” 助理审判员向琴语重心长。 她
35岁， 从事审判助理工作两年。

杨强眉头微蹙， 面色凝重。
“这位大哥， 你跟你爱人其实还

是有感情基础， 而且还有两个可爱的
孩子。 杨老伯他们也有70来岁了， 正
是享儿孙福的时候。 我们做子女的忍
心让老人家操心吗？” 书记员彭妍语
重心长。

杨强抿了抿嘴唇， 望向坐在一边
低头不语的妻子， 眼神里渐渐焕发出
柔情。

半小时后， 李柳率先打破沉默，
希望撤回离婚起诉书； 杨强也表示以
后会多和妻子沟通， 一家人好好过日
子。

由3位女法官组成的这个团队被
群众亲切地称为“巾帼庭”， 她们以
女性独有的细腻、 柔情为农村基层矛
盾化解、 和谐稳定奉献力量。 经“巾
帼庭” 审理的案件数以千计， 调解案
件570多起。

“巾帼庭” 在泸溪名气大。 她们
开展“进社区、 进村寨、 进企业、 进
学校、 进监狱” 的“五进” 巡回审
判， 在“调” 字上下功夫， 力争把各
类纠纷解决在诉讼之前、 法庭之外；
在“和” 字上做努力， 力争使各类纠
纷在案件审理的第一个环节化干戈为
玉帛， 让矛盾的双方握手言和； 在
“了” 字上求效果， 力争使各类案件
纠纷以和解方式画上圆满句号， 做到
案结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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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集装
老百姓的故事“巾帼庭”里，怨偶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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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安县两名干部被疑
“违规提拔”
永州市委组织部责成取消任命

湖南日报12月25日讯 （记者 邹仪） 12月25日， 记者从永
州市委组织部了解到， 针对网友质疑东安县12月10日干部任
前公示存在的问题， 永州市委组织部及时启动了调查复核程
序， 并于12月25日公布了调查结果及处理情况。

12月10日， 东安县委组织部发布了 《中共东安县委管理
干部任前公示》。 有网友质疑， 公示内容的字体很小， 难以辨
认。 还有网友表示， “1992年出生的宋雨翼科员才工作3年，
就拟提拔为团县委副书记； 1989年出生的助理审判员周建明
曾因违规送礼金被市纪委通报批评， 而此次又拟提拔为东安
县人民法院副院长”， 存在违规提拔的嫌疑。

经查， 东安县委在周建明、 宋雨翼的选拔任用过程中，
未严格执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程序， 未按照干部双重管理的
规定征求协管方意见。 宋雨翼早期学籍材料有两个出生年月，
根据干部档案有关政策进行核实， 其出生年月应为1991年4
月。 干部任前公示在首发平台“东安党建” 公众号上的公示
图片清晰， 但东安新闻网工作人员在转载公示图片时， 因上
传图片大小设置问题， 导致原图被压缩后显示不清晰。

针对上述问题， 永州市委组织部作出如下处理： 责成东
安县委取消周建明拟任东安县人民法院副院长和宋雨翼拟任
共青团东安县委副书记、 党组成员的决定。 对东安县委书记
冯德校进行批评教育； 对东安县委常委、 县委组织部部长彭
俊卿予以诫勉谈话； 责成东安县委对其他相关责任人进行问
责。 就宋雨翼年龄问题， 移交有关部门继续调查处理。

安化黑茶品牌
价值35.81亿元

湖南日报12月25日讯 （通讯员 刘刚贵
记者 杨军）篾篓包装成花格状，先绞再
压，继滚后锤，10分钟不到，圆柱状的安
化黑茶十两茶便已成型。 近日举行的第
15届深圳茶博会上， 不少茶友争相与安
化黑茶十两茶、千两茶合影留念。

安化黑茶注重品牌营销， 每年安化
茶企到全国各地参加大型茶博会， 均以

“一品千年·安化黑茶”为主题，由县茶产
业办统一组织和策划，设置安化展区，形
成规模， 扩大品牌影响力。 通过10年努
力，安化黑茶成为业界品牌黑马，据我国
农业品牌研究权威机构评定， 目前安化
黑茶公共品牌估值达35.81亿元。

深圳茶博会上， 安化县60多家茶企
参展，不仅有黑茶实物展示，还有以图、
文、视频等形式呈现的茶画、丝绸之路、
茶马古道的历史资料。同时，安化县策划
举办了安化黑茶（深圳）文化周，还举行
了安化黑茶创新产品、 特色产品推介会
以及“安化黑茶之夜”暨深圳安化商会联
谊会等活动。

湖南“爱心助孕”诞生首名婴儿
12月25日，长沙丽人妇产医院，秦龙、桂朵夫妇幸福地看着刚出生的儿子。6年前的一场泥石流灾害，让他们失去了孩子。今年

3月，桂朵成为湖南“计划生育爱心助孕特别行动”首例受惠者，于4月15日成功移植冻胚怀孕。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