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湖南日报1月10日讯（记者 徐亚平 通讯
员 刘海军）“看，麋鹿，雌性麋鹿！”1月9日，
横岭湖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分局青山岛管
理站副站长彭杰在瞭望塔例行巡视时，一头
雌性麋鹿进入高倍望远镜的视圈，他连忙招
呼同事观看、确认，并及时向上汇报保护事
宜。

横岭湖、青山岛位于南洞庭湖中、湘阴县
境内， 距东洞庭湖麋鹿活动中心区100余公
里，光顾此地的麋鹿为数不多。2007年，该地

首现麋鹿踪迹。近年来，湘阴县不断加大湿地
资源和野生动物的保护力度， 自然保护区湿
地保护与恢复工程项目全面完成， 核心区
2000多亩欧美黑杨全部清退，生态环境得到
有效改善，光顾此地的野生动物逐年增加。去
年洪水期间，东洞庭湖一雄性麋鹿“逃难”至
此，前后130天安然无恙。

通过高倍望远镜仔细观察， 目测此麋鹿
高约1.2米，重约75公斤，从其佩戴的颈圈标
志判定， 系2016年由江苏大丰引进到东洞庭
湖湿地的麋鹿种群。“麋鹿连年光顾， 说明洞
庭湖麋鹿种群逐步壮大， 我们要好好保护。”
彭杰兴奋之余，当即请示县林业局加派专人，
加强巡护监测和保护宣传，防止伤害、驱赶麋
鹿的事件发生。

� � � � 湖南日报1月10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樊佩君） 今天是全国第32个“110
宣传日”。湖南省公安厅发布的数据显示，
2017年我省107个市县110报警服务台共
受理群众报警1000万余起， 救助群众44
万余人。

2017年， 湖南公安推进110接处警工
作转型升级，加快建设以指挥调度、应急管
理为支撑的综合指挥调度平台， 提高快速
反应能力和接处警响应效率，推进110接处
警与“12345社会求助服务平台”联动融合，
有效开展各类求助服务报警分类处置。

据不完全统计，2017年我省107个市

县110报警服务台共受理群众报警1000
万余起，出动警力480万人次，救助群众44
万余人，接受咨询162万余起。“110”已成
为各级党委、政府和公安机关联系人民群
众的重要纽带，服务民生的重要平台。

省公安厅指挥中心负责人表示，110
报警服务台受理的群众报警中，大部分是
无效警情，包括问路、问电话等各类求助
服务， 需要出警的有效警情仅占30%左
右。 110报警平台是群众遇到人身财产受
到侵害、需要公安机关救助等危难时刻的
生命线，公安部门呼吁大家正确合理使用
110，不要恶意骚扰、占用110报警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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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7日，石门县气温低至冰点。 但该
县磨市镇铜鼓峪村村民王召永、覃思烟夫
妇家格外温暖。 老两口围坐柴火灶边取
暖，灶台上方挂满腊肉，旁边放着一筐板
栗。

“要是腊肉少了，那等儿子回来，再杀
一头猪。 只是板栗就剩这么一点了……”
老两口盼望着在广东务工的儿子早点回
家过年。

当天下午， 记者来到铜鼓峪村采访。
今年64岁的覃思烟说，年年过年都会杀年
猪、熏腊肉，倒是这些板栗是以前没有的，
“真是遇到‘铁树’开花了。 ”

覃思烟解释，10年前， 为了改变贫穷
面貌， 村里种了2000多亩板栗。 没想到，
这些树栽下去后很少开花结果，“像吃了
秤砣铁了心”， 村民们戏称这些板栗树为
“铁树”。

2015年4月， 省人民检察院扶贫工作
队进驻铜鼓峪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板栗树不能砍，更何况还享受退耕还
林政策，砍倒改种不现实。 ”工作队队长陈
风华为了搞明白板栗树不结果的原因，到
处走访，并请来省林科院院长李昌珠等专
家实地研究。 专家考察后认为，主要原因
应该是板栗树品种不好引起， 建议实施
“换头”改良，即高位嫁接优质品种。

不料， 听说要在板栗树上做文章，村
民们纷纷反对。原来，为了脱贫，村里曾想
过很多办法，但效果不太理想。 最开始种

桐油树，后来桐油无销路；改种柑橘，岂料
遭遇虫害，只好悉数砍掉；种植板栗树，长
成了“铁树”……全村上下心灰意冷，不相
信陈风华带领的工作队能让这些“铁树”
开花结果。

面对阻力，工作队没有动摇。 为说服
村民，陈风华促成省林科院与村里签订了
免费嫁接、失败包赔协议。 在工作队和村
支两委动员下， 部分村民试着干了起来。
2016年3月，第一批“换头”的530亩板栗
树开出了洁白的花朵。 村民们信服了，当
年又对500亩板栗树进行了“换头”。

2017年，覃思烟家的部分“铁树”也开
花结果了。 10月，覃思烟摘下板栗，卖了
2000多元。

铜鼓峪村支书覃北平说，“换头”的
1000余亩板栗树，2017年平均亩产约50
公斤，收入500多元；到了盛产期，亩产可
达100公斤。 村里计划今年将剩下的1000
多亩板栗树也进行“换头”。 到盛产期，村
里仅板栗一项， 村民将增加年收入200万
元以上。

“铁树”开了花，村民们脱贫致富的路
子也越来越多。 在工作队帮扶下，目前村
里已发展板栗、水果、油茶、光伏发电等4
大脱贫产业， 村里人还有栽种无花果、药
用牡丹的，有养牛养羊的。同时，工作队多
方筹资3200多万元， 解决了全村出行难、
住房难、饮水难、用电难、上学难、看病难、
网络接通难等问题。 2016年，铜鼓峪村实
现整村脱贫出列。 2017年，全村人均纯收
入达5700元左右。

精准扶贫 在三湘
驻村帮扶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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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刘银艳

一条条整齐的农村公路、 一座座漂亮的
公办幼儿园、一个个气派的安居工程，一件件
重点民生实事，温暖了三湘四水百姓的心。

2017年， 全省重点民生实事10个项目14
个考核指标进展顺利，11个指标超额完成任
务，另外3个指标达到目标要求。

2018年重点民生实事项目正在紧锣密鼓
地规划中。

提前谋划，一年接着一年干，
久久为功

2017年12月11日，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
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研究部署2018年
重点民生实事项目是本次会议重要议题。

为让重点民生实事能够聚焦人民群众眼
中的大事、难事，2017年10月中旬，省绩效办
印发《关于征集2018年重点民生实事项目的
通知》。 根据各市州提出的118个建议项目和
省直各单位提出的26个申报项目， 同时省绩
效办组织调研组采取进村入户走访调研、电
话调查等方式，甄选出意见相对集中、群众期
盼较高的项目上会研究。

这一系列的提前谋划，都是为了省委、省
政府出台2018年重点民生实事的实施意见作
准备。

此次省政府常务会议就指出， 要围绕脱
贫攻坚、环境治理、安全稳定等人民群众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一件事情接着
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久久为功。

一年接着一年干，而且要办好、办实。为
此，我省建立了严格的责任体系、指标体系和
考核体系。省政府由省长、常务副省长全面负
责， 各市州和省直各责任单位都成立了以主
要领导为组长的重点民生实事领导小组。为
把责任落到实处， 将工作任务横向分解落实
到省直各责任单位， 纵向分解落实到各市州
政府， 再逐级分解， 全省上下形成了横向到

边、纵向到底、责任到人的工作机制和责任体
系。

项目聚焦“农村发展”，重在
解决群众实际困难、共享发展成果

截至目前， 全省2017年重点民生实事10
个项目14个考核指标均完成或超额完成任
务。

在这些指标中，记者看到，与农村有关
的实事项目占到了一半以上， 如农村危房
改造16万户、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120万
人等。

项目聚焦“农村发展”，在于这里是广大
人民群众关注的焦点。据统计，2012年至2017
年，全省实施的重点民生实事项目中，涉及农
村的就占到了73.4%，有的连续10多年被纳入
实事项目实施范围。

有的基本问题解决了， 接下来又为打造
“升级版”继续干。像从2004年起确定的解决
农村饮水安全项目，一干就干到2016年。2017
年， 这一项目升级为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
120万人，预计全年完成153.13万人，为任务
的127.6%。

项目重在解决群众实际困难。 据统计，
2012年至2017年， 通过实施重点民生实事项
目，全省共新建、改建农村公路3.93万公里，极
大地改善了农村群众的出行；完成10883个行
政村配电网改造工程，网架结构持续改善，供
电容量迅速增长； 累计实现新增城镇就业
464.92万人，年均增加77.5万人；建成了覆盖
全省的社会治安视频监控系统， 基本实现了
省市两级视频系统的联网。

在项目实施中衍生的一些群众的实际困
难也在帮扶之列。2016年以来， 我省免费为
230万名农村妇女进行“两癌”（宫颈癌和乳腺
癌）检查，对其中8879名建档立卡、低保等贫
困“两癌”患者，省妇联积极争取全国妇联和
省级专项彩票公益金9279万元， 让她们每人
获得1万至1.2万元救助金。

上下联动， 精简项目与自行
加压打出“组合拳”

近年来，按照“少搞锦上添花，多做雪中
送炭”的原则，我省重点民生实事项目日益精
简，如2012年就比2011年的项目（32个）精简
了43.8%，此后，每年的项目都控制在20个以
内。

项目减少了， 投入却在逐年增加。2014
年，全省办理15项实事，共投入832亿元；2015
年，全省15项实事共投入924亿元；2016年，全
省办理16项实事， 资金较上年增加近1倍，共
投入1560亿元。

“我省通过上下联动，广辟资金渠道，优
化支出结构， 优先保证民生实事项目的资金
安排。”省绩效办主任李杰告诉记者。

上下联动的方式还体现在， 各市州均自
行加压，实施市县一级的民生实事，与省实事
项目同步部署同步考核。 像省绩效办每年征
集汇总100多个实事项目，有的就由各地自行
组织实施了。

以郴州市为例：近年来，郴州在完成省
委省政府下达的重点民生实事任务的基础
上，每年投入七成左右的财力，大力实施“民
生100工程”和“十大惠民工程”等重点民生
工程实事项目，内容涵盖了社会保障、城乡
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教育文化、医疗卫
生、社会治安、环境保护等各个方面。该市以
改善人居环境为切入点，实施洁净乡村四年
行动计划，建成规范建房集中点473个、绿化
示范乡镇125个、绿化示范村635个，农村垃
圾处理率达99.57%。

做好重点民生实事
打开百姓幸福之门

� � � � 湖南日报1月10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肖强）今天，长沙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发布了“2017年长沙市公交车道路交通
事故分析报告”。报告显示，忽视安全、变
更车道、追尾是导致公交车交通事故的主
要交通违法行为，占总数的71.2%。

长沙市公安局大联合交管中心对
2017年涉公交车交通事故进行了大数据
分析，1至11月份，该市共发生涉及公交车
的交通事故一般程序38起、 简易程序675
起；发生大客车轻微交通事故适用快处快
赔6282起，90%以上涉及公交车。

从事故发生道路看，排在前五的分别
是金洲大道、书院路、雷锋大道、芙蓉南
路、西二环。分析认为，造成此类现象的原
因，一是部分路段过街设施主要是以人行
横道为主， 容易导致人车矛
盾而发生交通事故， 如芙蓉
南路等； 二是部分路段公交
车行驶速度较快， 导致道路
交通事故多发，如西二环、金
洲大道等；三是车流量大、拥
堵率较高的路段轻微刮擦事
故较为多发。

从公交车车辆、 驾驶人
交通事故频次看， 一年内发
生4次以上交通事故的公交

车有63台，其中湖南巴士公共交通有限公
司28台， 湖南龙骧巴士有限责任公司24
台； 一年内发生4次以上交通事故的公交
车驾驶人有45人，其中湖南巴士公共交通
有限公司13人，湖南龙骧巴士有限责任公
司24人。反映出公交车企业对于公交车驾
驶人管理需要加强，部分公交车驾驶人安
全意识不够，驾驶习惯不良。

据悉，长沙交警将加大公交车交通违
法行为整治力度，特别是对于公交车闯红
灯、逆行、不按规定超车、随意变更车道等
交通违法行为进行专项治理。对于公交线
路上的交通安全隐患进行排查，提出隐患
治理方案。同时，联动交通部门，强化公交
车企业主体责任，加强对事故多发的驾驶
员群体源头靶向性管理。

长沙发现疑似贾谊石床

麋鹿再现横岭湖自然保护区

� � � � 湖南日报1月10日讯 （记者 龙文泱）诸
多长沙民俗学者、文史专家心心念念的“贾
谊石床”疑似重现世人眼前。今天，湖南省和
长沙市考古专家汇聚贾谊故居，对新发现的
巨大麻石进行分析评定。

长2.35米、宽0.47米、高0.57米，重约1.5
吨，这块矩形麻石在贾谊故居对面的江西会
馆被发现，目前已搬回故居内。乍一看，很难
让人立刻与“床”联系起来。仔细一看，麻石
顶部两边分别有尺寸、 形状相近的凹槽，前
面和两旁有对称的花纹。现场的考古专家一
致认为，这是一张古代石榻（床），年代待定。

专家们解释，根据清代所绘的贾谊故居

园林图画里佩秋亭中石床的原型来看，这块
麻石仅为石床底座，石床由4块大石组成，还
有一块背板石、左右两侧扶手石不知所终。

这个说法与石床的发现地———贾谊故
居对面江西会馆中居民的说法相一致。江西
会馆目前的使用者邱建荣介绍， 十几年前，
原来的住户搬走时曾说：“这是贾谊龙床，总
共有4块，其他3块搬走了。”

长沙市贾谊故居管理处主任、研究馆员
吴松庚认为，这就是“文夕大火”之后遗失已
久的贾谊石床。他提出了以下理由：

� 西晋《湘水记》、南朝盛弘之《荆州记》等
多部古代典籍都曾提到贾谊宅中的井边有

一张石床，“容坐一人”“形流古制”。 这座石
床发现于距离贾谊井仅50米的民国大宅天
井边，周围曾砌了三面墙予以保护，如此巨
大的麻石不会无缘无故从远方搬入院内。石
床的榫卯结构复原后，与《贾太傅祠志》记载
的石床完全一致。石床的卷草纹纹饰与贾谊
故居碑座纹饰类似。 古建专家和老石匠认
为，从麻石的形状等分析，门槛石、戏台石等
与之不符，只能是石榻（床）等。

吴松庚说，贾谊石床曾被历代地方志记
载、被许多名流歌咏，它和贾谊井是屈贾文
化的核心载体。 他希望知情者能提供线索，
帮助进一步确认麻石的真实身份。

去年，“110”救助群众44万余人
值得注意的是，1000万余起报警中， 有效警情

仅占30%左右

忽视安全、变更车道、追尾三种行为

占省会公交车交通违法7成
一年内发生4次以上交通事故的公交车有63台

法治人社建设
蓝皮书发布

湖南日报1月10日讯 （记者 刘银艳 通讯
员 柏润）日前，省人社厅发布《湖南省法治人
社建设年度报告(2016)》(蓝皮书)。

蓝皮书以全省人社系统2016年法治建设
为基础，通过具体的工作情况、翔实的数据、生
动的案例，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了全省人社
系统2016年推进法治建设工作成果。

省人社厅把发布法治人社建设年度报告作
为每年的一项常态化工作。 蓝皮书显示，2016
年，全省人社系统紧跟法治湖南建设总体部署，
全面谋划法治人社建设总体目标和实施路径，统
筹推进法治人社建设，坚持全面依法履行法定职
责，坚持深化简政放权、注重提升法治宣传实效
和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实现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依法行政和法治工作的新突破。

� � � � 1月10日， 长沙太平老街贾谊故居， 省市考古专家在对新发现的一块矩形麻石进行分析评定。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