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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益 阳 陈家桥乡

� � � �湖南日报1月29日讯 （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李倩
云 刘艳玲 ） 安化人黄晓梅和同乡何菊花因健康权发
生纠纷， 安化县人民法院判决黄晓梅胜诉后， 被执行
人何菊花却无执行能力。 该院启动司法救助程序， 为
黄晓梅申请司法救助， 黄晓梅成为2017年益阳市两级
法院办理司法救助的120人之一。 近日， 该笔救助金到
位。

近年来， 益阳市两级法院加大司法救助力度， 规
范司法救助程序， 确保当救即救。 沅江南大膳镇的胡
某被砍身亡， 被告人李某均被判刑， 无可供执行的财
产， 民事判决无法履行。 胡某家人向益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申请司法救助， 立案庭审查无误后， 院长陈梦晋
确定了司法救助方案， 第一时间向有关部门报批， 为
胡某家人争取司法救助资金5万元。

在规范程序的基础上， 益阳市两级法院积极探索
创新救助模式， 对涉及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及残疾人、
农民工等特殊群体追索赔偿金、 劳动报酬等案件， 灵
活掌握实施司法救助的条件， 因案制宜地作出合理的
处理结果， 最大程度地为当事人提供便利。

该市两级法院注重工作延伸， 多部门联合救助。 据
悉， 国家司法救助实行一次性救助原则， 救助金的发放
有局限性， 只能弥补相关当事人因刑事案件等遭受的损
失， 难从根本上解决被救助人生活困难问题。 益阳市两
级法院将司法救助与依法办案相结合、 与社区等多单位
心理辅导救助相结合， 拓展救助工作成效。 黄某驾驶摩
托车被一辆大货车撞伤后身亡， 家中父母年事已高， 儿
子刚刚考上大学， 整个家庭陷入困境。 了解其困难后，
南县人民法院申请了国家司法救助资金， 并在其社区开
展募捐活动， 筹集其儿子的大学学费。

近3年来， 该市两级法院依法对200余件符合司法
救助的案件进行司法救助， 共救助当事人500人， 发
放司法救助金400万余元。

� � �湖南日报1月29日
讯 （记者 戴勤 蒋剑平
通讯员 钟志华） 1月
26日， 虽值隆冬 ，
但邵阳市北塔区陈
家桥乡原种场村500亩蔬菜基地一片鲜绿。 种植大
户任振华每天乐呵呵地将他种植的芹菜、 白菜等
蔬菜， 运往3公里外的邵阳市最大的农产品批发市
场销售。

陈家桥乡位于邵阳市城郊。 近年来， 该乡立
足区域优势， 力推绿色无公害蔬菜、 高粱等特色
种植发展， 实现了“村村有主导产业、 户户有致
富项目”。 为了推进蔬菜种植集约化、 规模化发
展， 做大做强“菜园子”， 2012年， 陈家桥乡开始
建设现代农业发展项目陈家桥蔬菜综合产业园，
并争取到中央财政支持。 目前， 产业园已完成投
资2000多万元， 搭建钢架大棚6万平方米， 引进湖
南老农民农业公司、 邵阳众意现代农业公司等企
业参与生产经营， 吸引近100户专业大户大力发展
绿色无公害的辣椒、 茄子、 番茄等蔬菜种植。 另
外， 产业园辐射带动周边田庄、 兴旺、 万桥等村
的菜农连片种植蔬菜， 去年每户年均增收17%。

同时， 该乡围绕蔬菜、 柑橘等优势产业， 不
断延伸产业链， 各类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发展到
20多家、 农产品加工流通企业发展到7家。 通过积
极与坐落乡内的国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九盛食
品、 湘窖酒业和省级龙头企业恭兵食品等企业对
接， 建设高粱、 大豆、 百香果等种植基地10多个。
去年， 为满足湘窖酒业酿酒、 李文食品公司橘片
罐头原料需求而建成的2000亩高粱基地、 1000亩
高标准橘园基地， 为种植户人均增收近2万元。

目前， 陈家桥乡已成为远近闻名的“绿色菜
篮子” “优质果盘子”， 特色种植面积达5000多
亩， 年产量2万多吨。 全乡特色种植及特色农产品
加工年产值近7.3亿元。

常德降费减负
为企业“省钱”

湖南日报1月29日讯 （记者 周勇军 姜鸿丽 通讯员
佘剑球）“感谢市政府出台降费减负政策，让我们每年可以
省下100多万元用水费用。 ”1月29日，设在常德的湖南恒安
生活用纸有限公司负责人感激地说。

据了解，为促进工业企业健康平稳发展，2017年，常德
市实施“开放强市、产业立市”战略，并针对工业企业出台
降费减负政策。 对因大量蒸发、蒸腾等原因造成排水量明
显低于用水量的企业，经县级以上地方城镇排水与排污处
理主管部门认定并公示后，按企业实际排水量计征污水处
理费；对产品以水为主要原料的企业，仍按其用水量计征
污水处理费。 这对一直受用水成本困扰的湖南恒安生活用
纸有限公司来说，无疑是一剂“良药”。 经该企业申报，常德
市住建局组织核查小组现场勘查和研究，审核认定该企业
属于降低用水成本对象，其生产用水从2017年8月开始，按
实际排水量计征污水处理费。

湘江基金小镇开工建设
湖南日报1月29日讯（记者 王晗 通讯员 张晶）近日，

我省目前唯一基金小镇———湘江基金小镇项目开工动员
会，在湖南湘江新区湖南金融中心举行。 2017年7月，湘江
基金小镇由省政府正式授牌，成为目前我省唯一由省级层
面建设的基金小镇，并被纳入首批长沙特色小镇创建培育
名录。 项目选址长沙滨江景观道以东、茶子山路以北、北津
城路以南，规划面积约200亩。 其一期工程总投资8.5亿元，
预计将在2019年底前完成建设。

“湘江基金小镇建设将致力于补齐金融短板，激发金
融创新活力，助力湖南金融中心建设成为富有活力、特色
鲜明、全国一流的区域性金融中心。 ”湘江新区相关负责人
表示，新年伊始，新区已经吹响“产业项目建设年”的进军
号角，将大力弘扬“马上就办、办就办好”的工作作风，提供
优质服务，全力支持湘江基金小镇及湖南金融中心建设的
发展。

“五个主题年”助力“智造谷”
湘潭高新区今年力争技工贸总

收入增长15%
� � � �
� � � �湖南日报1月29日讯(记者 徐荣 通讯员 刘澜)湘潭高
新区工委今天召开的2018年经济工作会议透露，该区今年
将力争实现技工贸总收入、 高新技术产值均同比增长15%
的目标，助力湘潭“智造谷”建设。

2017年，湘潭高新区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
发展态势，招商引资、财政收入质量提升等工作名列全市
前茅。 全年技工贸总收入、工业总产值、规模工业总产值、
固定资产投资、 高新技术产值5大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均在
10%以上；完成财政收入24.1亿元，其中税收占比67.1%，同
比上升10.4个百分点。

今年，湘潭高新区将着力开展“五个主题年”———发展
质量优化年、产业振兴提速年、创新引领攻坚年、招商引资
突破年、环境治理固本年活动，力争实现国家高新区排名
前进5位、 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速全省园区排名前进5位、全
市园区考核排名第一的目标。

党员干部酒驾先行免职
株洲县去年有11人受到党纪处分

湖南日报1月29日讯（记者 戴鹏 通讯员 楚云天）“朋
友总劝酒，不好推脱”“我觉得喝一点点不会有事，交警查
不出来”“离家太远，不开车回去，第二天上班不方便”……
在株洲县纪委调查案卷里，这些“签字画押”、按着红手印
的酒驾理由可谓五花八门。 今天，株洲县纪委通报，今后该
县党员干部酒驾一律先行免职。 去年，该县有11名党员干
部因酒驾、醉驾受到党纪处分。

去年，株洲县纪委以“治陋习、树新风”为契机，紧盯党
员干部“酒后”作风行为，对酒驾、醉驾开展专项整治。 联合
县交警部门，在节假日、周末等酒驾、醉驾易发节点，上路
查纠10余次。 同时“刀刃向内”，重点“盯防”已登记造册的
纪检干部车辆，对查获的酒驾、醉驾行为予以严惩。

据统计，去年，株洲县纪委查处党员干部酒驾、醉驾案
件11件，给予党纪处分11人，其中3人被开除党籍，该县龙
船镇农技站站长吴小琴等4人被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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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州：
为青年返乡
提供岗位

湖南日报1月29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胡凯 ） “过年
后， 我就可以在老家工作了， 收
入也不会减少。” 1月28日， 在深
圳务工的永州青年李平说。 当
天， 共青团永州市委在深圳市宝
安区中粮 （福安） 机器人智造产
业园， 举行永州青年返乡创业就
业推荐会， 永州市155家企业共
为有意返乡就业的永州青年提供
就业岗位15017个。

芙蓉区：
请市民

对政府工作打分
湖南日报1月29讯 (欧阳倩 贺

志平) 政府工作作风严不严、 实
不实， 居民群众最清楚、 感触最
深刻， 也最有发言权。 近日， 长
沙市芙蓉区邀请100余名企业代
表、 市民代表， 对该区环境、 交
通、 食安等工作进行点评打分。
芙蓉区有8个部门面对面向代表
们汇报了2017年的工作。 打分结
束后， 市民代表自由发表对区政
府工作的看法。“工作人员详细记
录， 并当场交给相关部门。

耒阳：
查封4家

火灾隐患单位
湖南日报1月29日讯 （通讯员

刘慧云 记者 周小雷） 近日， 耒
阳市公安消防大队联合市综合行
政执法局、 文体广新局等部门开
展歌舞娱乐场所消防安全整治行
动， 依法临时查封了耒阳市一歌
舞音乐会所、 耒阳市精英会所策
划管理服务中心、 台北唛田休闲
俱乐部、 麦酷量贩KTV群英店等
4家单位。 此次行动共检查单位
17家， 发现和督促整改安全隐患
41处， 切实提升了辖区火灾防控
水平， 净化了全市消防安全环
境。

� � � � 1月29日，小朋友在表演节目《篮球小将》。 当天，长沙市雨花区雨花亭街道香南郡社
区2018年迎新汇演举行。 社区居民自编自演的精彩节目， 展示了他们朝气蓬勃、 积极
向上的精神风貌。 见习记者 傅聪 摄

居民齐乐
迎新春

青石长廊游人 小桥流水人家
“老湘潭”侯明君用画作留住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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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896 1040 931840

组选三 495 346 171270
组选六 0 173 0

3 31

湖南日报记者 蒋睿
通讯员 王超 李南曦

在许多人眼里， 江南一直是“世
外桃源” 的代名词。 如梦如幻的美景
里， 是穿着旗袍， 撑着油纸伞， 沿着
屋檐水走过的姑娘； 是在朦胧烟雨
中， 踟蹰徘徊留下的背影。

湘潭， 湘江从她的怀抱中蜿蜒而
过， 孕育出“九总十八湾” 文化。 1
月中旬， 记者走访了一位对湘潭古街
古巷有着特殊情感的人———侯明君。
这位“老湘潭” 几十年如一日地将心
中对故乡的爱与深情倾注笔下， 汇成
了一帧帧美丽的故园画卷。

青砖黛瓦， 小桥流水， 楼阁瓦
当。 空蒙雨色中， 一幅幅古朴而悠远
的市井生活图映入眼帘。 走进侯明君
位于湘潭市雨湖区大湖路附近的家
中， 记者立刻被墙上挂着的一幅幅水
墨民居图吸引， 其细腻而生动的笔

触， 仿若置身于江南美景中。
今年61岁的侯明君， 自幼爱好书

画。 他告诉记者， 幼年时， 家门口是
一条笔直的青石板路， 每天都有不绝
如缕的木屐声在耳边回荡。 “那种原
始的淳朴与善良， 一直深深影响着
我。” 侯明君说， 仿佛是天意使然，
后来参加工作时， 与他为伴的也是一
方古色古香的天地。 秦砖汉瓦、 高墙
老院……这些古老的“湘潭元素”，
潜移默化中滋润着他的心灵， 浸润着
他的笔触。

也就是从那时起， 侯明君一直在
思考， 如何用手中的画笔来寻找关于
“老湘潭” 的记忆， 进而重现那巷陌
深处坦荡而兀立的精神气质， 唤起更
多人心底的那份乡愁。

这些年， 侯明君将大部分时间
“泡” 在湘潭的各条古街古巷中， 边
画边思考。 有时创作遇到瓶颈， 他又
一头扎进各类书画典籍中。 在他看
来， 心中的这份故园情是神圣的， 必
须融入自己百分之百的情感。

在侯明君创作的系列作品中， 最
为外人称道的是他为窑湾创作的系列
水墨画。 一位业内专业人士曾这样评
价： “侯明君画的窑湾老街作品， 精

构图、 重层次、 怀旧情。 画面里那古
老的街巷和远去的岁月， 为人们呈现
出一种旷达质朴的情感和思念， 仿佛
是对生命的穿越。”

谈及创作初衷 ， 侯明君坦言：
“对每个湘潭人来说， 窑湾都是一个
特殊的存在。 这里曾是‘千年金湘
潭’ 的见证， 蕴藏着湘潭历史文化的
精髓。 我一直执着于记忆里的这些情
愫， 它们也成了我创作的灵感来源。”

几十年如一日画家乡的老街民
居， 侯明君的勤奋与执着让人钦佩。
这份骨子里的深情， 也为他赢得了业
内的广泛认可， 他的作品也被多位海
内外人士收藏。

青石长廊游人， 小桥流水人家。
在侯明君的画里， 有太多等待发觉的
美好。 它们或是拱桥边女孩手中撑着
的油纸伞， 或是水边姑娘低头浅吟的
惆怅， 或是渔船上水鸟的欢歌。 从他
的画卷中， 你能感受江南温润的气
息， 感受一份浅浅淡淡的乡愁过往。
这情感， 就好像穿梭在历史的光阴
里， 随着街道弄巷的百转千回， 去邂
逅一段段老城的旧时光， 感受“陌上
斜阳人散去， 尘中明月酒归来” 的意
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