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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记者 陈鸿飞 通
讯员 谭潇 刘魁春 戴军）“我家现在住上了
宽敞明亮的红砖屋，今年还通过驻村‘党建
扶贫党支部’牵线搭桥，改良了板栗品种，搞
起了土鸡、 眼镜蛇等特色养殖， 收入近2万
元。”12月25日，衡阳县三湖镇甘泉村村民王
大正高兴地对记者说。

衡阳县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阳旭辉介
绍，该县有省定贫困村51个、建档立卡贫困
群众在100人以上的贫困村161个。 脱贫攻

坚中，存在少数扶贫队员“走读”、一些后盾
单位帮扶资金不到位等问题。去年5月中旬，
县委出台“驻村帮扶工作队管理暂行办法”，
要求加强驻村帮扶工作队管理，实行严格考
核。对“吃空饷、挂空名、许空愿”等不合格工
作队员进行处置或召回，先后调整、召回驻
村工作队队长10人、队员72人。今年9月，县
委又以乡镇为单位，成立25个驻村“党建扶
贫党支部”，由乡镇党委书记担任第一书记，
切实抓好帮扶措施落地。县委还建立县驻村

办、县扶贫办、县直后盾单位、乡镇、村督查
联动机制，采取GPS定位、日常督查、夜查、
暗访、群众满意度测评等方法，对扶贫队员
进行督查。至12月25日，已累计督查47次，通
报9次，处理处分扶贫队员31人。

衡阳县委书记曾秀介绍，全县25个驻村
“党建扶贫党支部” 还结合衡阳市委提出的
结对帮扶“六个一”要求，共为贫困村实施脱
贫致富项目1260个，今年有28个省定贫困村
可实现脱贫摘帽。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何志强

冬至以来，资兴市八面山瑶族乡大雁山
村的村民们忙着杀土猪、 腌腊肉。“130多公
斤的猪肉今天很快就卖完了，仅这一头猪就
卖了3000多元。”12月27日， 大雁山村村民
黎先荣高兴地说。

每年冬至前后，在资兴市农村都有吃杀
猪饭、腌腊肉、晒干货的传统。冬至那天，贫
困户黎先荣家里也杀了一头土猪。扶贫工作
队发布这个消息后，很多人从城区特意到这
里来买土猪肉。

在大雁山村，贫困户养殖的土猪，大多
是由对口扶贫单位无偿提供的仔猪。村干部
介绍，今年冬至以来，就有9户贫困户卖出了
12头土猪。同时，这里的土鸡、土鸭、冬笋等，
都是贫困户冬季增收的好产品。“冬至”经济
让村民的收入“火”了一把。

据了解，扶贫工作队在大雁山村开展贫
困户入户调查活动中，了解到贫困户最突出
的一个困难，就是农产品销售难。为此，扶贫
工作队创新帮扶方式，因户施策，精准帮扶，
为贫困户卖农产品。大雁山村张家垅组贫困
户曹干说：“我养殖了东江水电厂免费送来

的2头仔猪， 到年底时卖给了东江水电厂的
员工，收入6200元。”他说，明年争取再多养
几头土猪。

近年来， 八面山瑶族乡与东江水电厂
等帮扶单位、企业合作，由帮扶单位、企业
提供仔猪、鸡苗、鱼苗等，交给贫困户饲养
至冬至、春节等时节，然后帮扶单位、企业
按市场价格回购， 较好解决了农产品销售
难题。

今年冬至以来，八面山瑶族乡各专业合
作社实现农产品销售收入430多万元， 入社
的240多户贫困户直接受益。

湖南日报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李佳沩

违章搭建木棚，货物占用市场过道、楼
梯口消防通道，使用明火做饭，人员租住在
门店……12月27日，记者跟随联合执法组
来到长沙市开福区四方坪旧货市场， 眼前
的市场环境让人触目惊心。

为进一步加强消防安全管理工作，预
防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当日，开福
区消防大队联合安监、工商、公安、街道、城
管等相关职能部门共计100多人， 对四方
坪旧货市场进行联合执法专项整治。

四方坪旧货市场有经营户近300家，
住宿、 仓储、 经营在同一建筑物内混合设
置，为典型的“三合一”场所，经营户基本上
是一楼经营，二、三楼居住生活，没有严格
的防火分隔，消防设施不健全，部分业主私
自搭建夹层阁楼，大量使用电器设备，私拉
乱接电线，使用明火做饭。

“一旦发生火灾，后果不敢设想，极易
引发群死群伤火灾事故发生。”开福区消防
大队大队长张超向记者介绍， 四方坪旧货
市场的消防隐患由来已久， 消防部门已于
2016年7月对该市场下达了《重大火灾隐
患整改通知书》， 并于2017年5月对其复
查，但仍未整改到位。今年11月，区安委会

联合消防大队、 四方坪街道等单位拟定了
《四方坪旧货市场消防隐患整治方案》，并
多次组织整治行动。

鉴于该市场属于老旧市场， 存在设计
先天不足， 业态规划不适应城市发展等历
史和现实的原因， 此次开福区消防大队再
次联合多部门对该市场进行联合执法。联
合执法组到达现场后发现， 许多商户仍为
追求经济利益， 将摊位设置在消防车通道
上，甚至室外消火栓都被完全遮挡住。

针对存在的问题，消防部门监督人员本
着“人性化服务”的执法理念，耐心地对市场
内业主进行教育和劝导，讲明了堵塞消防车
通道这类违法行为带来的危害性，并要求各
场所业主、 租户要进一步提升安全意识，全
面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增强自防自救能力。

随后， 联合执法组对阻塞消防通道和
消火栓的物品展开全面清理， 对于拒不清
理的经营户，采取强制措施清理；对人货混
居，私搭乱接，经营户未按照规定摆放货物
的问题进行重点整顿。

通过此次联合行动， 开福区消防大队
与有关部门协调联动、整体推进，形成了执
法合力， 切实强化了各商户和市场管理方
的消防安全防范意识， 大力提高了老旧市
场的火灾防控能力。

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记者 郑旋）长沙
市政府25日发布《关于长沙市中心城区禁止
和限制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决定从2018年
1月1日起， 在中心城区禁止和限制燃放烟花
爆竹。

根据《通告》，国家机关、新闻、教育、科
研、医疗等单位，火车站、汽车站、机场等交通
枢纽以及铁路、轨道交通线路安全保护区；宾

馆、商场、超市、餐馆、集贸市场等人员密集场
所以及风景名胜区等区域为全年禁止燃放区
域。长沙市南三环、西三环、北三环、中青路、
星沙联络道、滨湖路、黄兴大道合围的城市区
域限制燃放烟花爆竹。

农历腊月廿四至次年正月十五期间，在
限制燃放区域每日6时至24时（其中除夕和正
月初一为全天）允许燃放烟花爆竹。另外，重

大节假日和特别节会， 需在橘子洲等地燃放
烟花爆竹的，可以组织烟花爆竹燃放活动。

同时， 长沙市政府明确， 坚决依法取缔
“下店上宅、前店后宅”等不符合安全条件的
烟花爆竹零售网点。 在长沙市中心城区限放
区内，不得新增烟花爆竹零售网点。长沙市将
建立有奖举报制度， 推动禁放限放工作规范
化、常态化、长效化。

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记者 陈勇 通
讯员 祝林书）12月25日， 国家减灾委、民
政部发文命名2017年“全国综合减灾示范
社区”，湖南申报的长沙市芙蓉区湘湖街道
车站北路社区等74个社区（村）榜上有名。

创建综合减灾示范社区， 是社区减灾
工作重要载体和抓手， 旨在充分调动社区
居民、驻在单位和其他社会力量在减灾工
作中的主动性积极性， 发挥其就近就便
参与防灾减灾工作的重要作用， 提高综
合防灾减灾能力。省减灾委办公室、省民
政厅根据 《湖南省综合防灾减灾规划
（2016－2020年）》要求，不断创新工作方

法，加大支持力度，今年围绕“5·12”全国
防灾减灾日和“10·13”国际减灾日等重
要时间节点， 组织全省各级减灾委及其
成员单位开展防灾减灾集中宣传演练活
动，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面向基层
社区组织开展了100场次防灾减灾救灾
宣传演练活动，将防灾减灾救灾知识、技
能送到了社区、机关和学校等基层单位。

据悉，我省计划“十三五”期间创建300
个“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500个“湖南省
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经过两年努力，到2017
年底已命名264个省级综合减灾示范社区，
149个国家级综合减灾示范社区。

通讯员 张明华 吴红艳

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湘西支队花
垣大队，人们习惯称之为“花垣高速交警”，是
一个平均年龄30出头的年轻团队， 担负着张
花高速、包茂高速花垣段管理任务。近年来，
他们提出了“青春提速、砥砺奋进”的口号，忠
诚担当，勤勉工作，涌现了许多平凡但感人的
故事。

“多面手”向华
今年1月19日6时许， 勤务中队负责人向

华刚值守完零点巡逻班，准备回队部，快要下
高速时，发现一辆摩托车停靠在应急车道。他
立即停车查看， 发现摩托车驾驶员因不熟悉
路况误上高速，由于紧张分不清方向而摔倒，
头部受伤。 向华立即通知120将其送往医院，
联系施救队将摩托车拖下高速。现场处理完，
向华又返回医院看望驾驶员。 看到对方伤势

不严重，又急着回家，在医院包扎好后，向华
将其带到县民政局社会救助站， 与工作人员
一起将其送上返乡大巴车。当天，向华连续工
作了15个小时。

向华还兼大队的法制员， 除了负责大队
所有的法律文书、案卷外，还负责交通法规宣
传。今年3月，为预防行人上高速，向华顶风冒
雪， 带领同事们深入辖区内13个行政村47个
组，走访村民家庭129户，宣传高速交通安全。

精细入微的姚军
大队在建队初期，业务骨干较少，副大队

长姚军多次放弃休假， 奋战在第一线。2013
年，辖区麻栗场隧道大整修，车辆借道通行，
交通管理压力巨大，他连续工作57天，将6000
多个锥筒、400多个水马围挡、76套交通标识，
全部按照要求设置到位， 并且在路上坚守10
多天。

今年2月10日，姚军在巡逻时发现一辆客

车停在路边，上车检查时发现车内有异味，原
来有乘客正在用木炭取暖。通过询问，得知多
名乘客有胸闷、呼吸不畅的现象。姚军意识到
这是一氧化碳中毒， 要求驾驶人立即打开所
有车窗，并拦停一辆往花垣方向的中型客车，
把23名身体不适的乘客及时送到花垣县人民
医院急救中心救治。

“救命英雄”秦贵生
今年2月12日5时许， 大队值班室接到群

众报警求助：在麻栗场隧道附近，一辆大客车
上有一名孕妇身体不适，需要紧急救助。正在
加班巡逻的综合中队负责人秦贵生立即和同
事火速赶往救援。 秦贵生带领同事们将孕妇
扶上警车，迅速打开中央隔离活动护栏，驾驶
警车火速赶往花垣县人民医院， 及时把孕妇
护送到妇产科。

4月3日早上， 正在休假的秦贵生陪同怀
孕的妻子在吉首大学校园内散步， 一名小女
孩不慎掉入湖里，情况十分危急。秦贵生看到
后，飞奔至湖边，跳入冰冷的湖水中，奋力把
小女孩救上岸，护送到医院。妻子满怀自豪地
在微信朋友圈感慨：“我想肚子里的小宝宝应
该和我一样，为准爸爸的勇敢点赞！”

衡阳县以GPS定位、夜查、暗访等手段抓帮扶措施落地

扶贫队员们，加油干

精准扶贫 在三湘

“冬至”经济助脱贫

长沙消防火灾防控

消防通道堵塞 随意占道经营
开福区专项整治四方坪旧货市场

长沙中心城区将禁止和限制燃放烟花爆竹
人员密集场所和景区全年禁放

我省新增74个“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

青春奋进曲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高速交警的故事

12月27日，涟源市桥头河镇，桂花中学的新团员在庄严宣誓。当天，该中学2018年新团
员光荣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庄重的入团仪式，让他们感受到了自豪和责任。 张扬 摄

入团宣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