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摩托车电动车
有了防盗“保护伞”
湖南日报3月29日讯（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戴炀）

近日，双峰县城居民胡小玉的电动车被盗了。她报警后，
永丰镇派出所利用物联网智能防盗系统， 不到2小时就
找回了被盗电动车。

今年年初，双峰县公安局通过警企合作方式，在全
省率先引进摩托车、电动车物联网防盗系统。该系统利
用无线射频识别技术，在全县各交通路口、重点地段及
人员密集区域安装接收基站，并在车辆上配套安装防盗
感应装置，实现对车辆的智能化信息识别、定位、追踪与
监控。一旦车辆被盗，警方能立即通过防盗追踪系统获
取车辆位置，迅速侦破案件。同时，该系统还兼具登记上
牌、实时监控、轨迹查询、电子安防、民警日常巡查、保险
理赔等功能。用户只需缴纳少量费用，或者通过预存手
机话费的方式，就能享受这一服务。

该系统正式投入使用3个月以来，已吸引全县4000
余辆摩托车、电动车用户安装，且运行效果显著，“两车”
被盗案件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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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3月29日讯 （记者 鲁融冰 通讯员 方亚娜
文立）3月28日，湖南乌云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传来好消
息：从2009年首次发现至今，中华虎凤蝶在保护区内的
栖息地已增至3处，数量达到1000多只。除了拥有金钱
豹、红豆杉等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外，乌云界
也成为我国中华虎凤蝶种群数量最大的地区之一。

中华虎凤蝶是我国独有的一种蝴蝶， 体长约为5厘
米，翅展6厘米左右，黄色的翅膀上有多道黑色横条纹，
酷似虎斑纹，属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因其独特性
和珍稀性，它们被昆虫专家誉为“国宝”，2004年被列入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

2009年3月，研究人员前往乌云界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考察时， 首次在绵延28公里的乌云界高山草甸上，发
现了它们在紫花地丁丛中翩翩起舞的身影。此后，为了
给中华虎凤蝶营造更好的生存环境，乌云界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多措并举，加大对其保护力度，并人工种植扩大
规模。同时，在高山草甸周围架设护栏，全方位杜绝了人
为捕猎，中华虎凤蝶的栖息范围逐年扩大，种群数量大
为增加。

浏阳社保卡发卡量居全省首位
湖南日报3月29日讯（记者 王文隆 通讯员 朱敏）近日

在浏阳召开的长沙市社会保障“一卡通”应用工作推进会透
露，截至2017年底，长沙市共完成有效制卡数据640余万张，
累计发放社保卡470多万张，已发卡人员的金融、社保激活
率均在95%以上。其中，浏阳已发放社保卡135万张，发卡量
居全省县（市、区）首位。

浏阳以多点多元方式采集数据，并通过“村（社区）集中
发卡、乡镇（街道）就近领卡、特殊人群上门送卡”方式发放
社保卡，目前已采集138万条制卡数据，占浏阳市人口总量
的93%，提前完成“十三五”期间覆盖率90%的规划目标。

今年，浏阳将进一步推动社保卡应用，实现社保卡102
项功能在人社领域全部应用。 同时， 拓展延伸社保卡的功
能，推动社保卡跨部门应用，以社保卡为载体，建设人口健
康信息平台，整合全市公立医疗卫生机构信息资源，推动信
息共享互通，将社保卡和居民健康卡有机融合，实现就医就
诊“一卡通”。

蒸湘区临江村贫困户1万公斤胡萝卜滞销

爱心接力忙推销
徐德荣 唐曦 陆意

“快看快看，我拔了一个大萝卜呢!”3月28日上午，衡阳
市衡钢小学一群“拔萝卜志愿者”来到蒸湘区雨母山镇临江
村，在田里忙着拔胡萝卜。

原来，临江村唐修讲、唐先锋、唐先清等14户贫困户种
的15亩胡萝卜喜获丰收， 但近1万公斤胡萝卜销不出去，让
他们犯了愁。

春风里，胡萝卜很快会抽薹，若不在半月内采收销售，
胡萝卜就会烂在地里。

3月22日，蒸湘区人大代表、湖南天工开物新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长唐生德得知消息， 当即联系临江村“村味
网”电商扶贫基地。但在短时间内，“村味网”只能帮销几百
公斤，远远不够。于是，唐生德将此事报告区人大常委会。随
后，一场爱心扶贫“接力赛”在临江村上演。

3月22日上午11时，一条由蒸湘区人大办工作人员编发
的《贫困户种下脱贫胡萝卜，喜获丰收难致富，渴盼爱心购》
的消息，在微信朋友圈得到广泛关注，衡阳市各媒体平台也在
第一时间对其进行了编发。一时间，全城爱心涌动。至23日下
午， 共收到26家单位与200余名爱心人士的采购信息， 共计
3500余公斤。3月24日上午，在衡阳市农委推荐下，衡阳宇浩餐
饮物流配送有限公司表示将一次性收购剩下的胡萝卜。

面对纷至沓来的订单，唐修讲等人既高兴又发愁：胡萝
卜能卖出去了，但拔、运胡萝卜又成了难题。

得知消息，爱心团队继续爱心接力。从3月24日起，每天
都有志愿者从市区赶来临江村，帮忙拔胡萝卜。衡钢小学组
织部分学生，担任“拔萝卜志愿者”。唐生德也安排公司4名
工作人员及2辆车，义务帮助打包装袋、运输配送。

“贴”到群众心坎上
湖南日报记者 黄巍 通讯员 向云清 胡永昌

3月21日一大早，辰溪县船溪乡汀流村小学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开工。

“这里要新修一条到学校的水泥路……”汀流村小
学负责人侯长文高兴地告诉记者。村民们说，感谢县纪
委干部为村里办了一件大好事。

据了解，去年5月以来，怀化市纪委深入开展“双贴
双下一提高”活动，即贴近基层、纪检干部走下去，贴近
百姓、信访举报降下来，提高纪检监察机关公信力。并将
每月19日定为全市纪检监察干部“下访群众工作日”。去
年12月19日，根据安排，辰溪县纪委派驻县政府办纪检
组组长向本忠一行，来到船溪乡汀流村走访。

“汀流村位于沅江边上，离船溪乡中心小学有10多
公里，坐船过河到泸溪县城有15公里。以前汀流村及附
近田头坪、桐木冲、茅坪等4个村5000多村民的子女，都
在汀流村小学读书，最多时有学生300多名，但现在只
有学前班3名学生了。”侯长文反映，主要原因是村小学
条件差，连围墙都没有，学校外边就是沅江，加上近年沅
江下游建水电站水位上升，小孩上学不安全，许多家长
把孩子送到县城去读书。

县纪委派驻县政府办纪检组马上向县教育局反映
情况，县教育局高度重视，为汀流村小学立了30万元基
建项目，并通过了县财政局的投资评审。

“要‘贴’到群众心坎上。”辰溪县委常委、县纪委
书记、 县监察委主任邓宗金介绍，“双贴双下一提高”
活动贴民心、解民忧、惠民生。活动中，他们已发现扶
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线索32个， 调处矛盾纠纷93
个，化解非正常上访隐患28起，在群众中赢得了良好
口碑。

长沙：企业登记可网上预约
湖南日报3月29日讯（金慧 陈都 胡仁武）为适应

深化商事制度改革，便民利民，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推出了企业登记网上预约服务举措， 今天起在岳麓区
工商局试点，将大大缩短排队等待时间。岳麓区工商局
商事登记局局长陈颖川介绍，市民在网上预约，提前半
个小时来现场等候即可。据悉，从4月2日起，该项举措
将在全市正式上线。 企业工商登记可通过使用长沙市
商事服务信息平台或长沙双创APP进行网上预约，在5
个工作日内到指定的窗口和时间节点办理。

永州：废弃矿山变身公园
湖南日报3月29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吴炳贤）

“今后，我们可以来这里散步了。”今天，居住在永州市蓝
山县太平铅锌矿附近的居民李一民开心地说。近日，永州
市、蓝山县林业部门在太平铅锌矿原址成功种植5万余株
苗木、1吨狗牙根，总面积310亩。近年来，永州市在大力整
治矿山的同时， 积极推进废弃矿山复绿和造景。 仅今年
来，全市就完成矿山复绿人工造林0.64万亩，在废弃矿山
原址封山育林0.76万亩，建成11处供群众游玩的小公园。

新闻集装

如虎似凤最珍贵
乌云界里好安家

“国宝”中华虎凤蝶增至1000余只

中华虎凤蝶。 陈开祥 摄

湖南日报3月29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易和平
汪令维）今天，湘阴县漕溪港街道白泥湖园艺场内，随
着一台台挖掘机挥舞长臂， 一栋栋废弃旧房被夷为平
地。县国土资源局干部蔡敏称，这里的120亩废弃监教
和生产用地、610亩欧美黑扬、750亩低产能水田将提
质改造成高标准农田示范片。这是湘阴县通过农村“空
心房”整治,绘制美丽乡村“样板图”的缩影。

当前，农村存在长期闲置废弃、建新未拆旧或不符
合“一户一宅”政策的“空心房”，影响村容村貌，造成安
全隐患，浪费土地资源，制约美丽乡村建设。去年6月，
湘阴建立“县委政府主导、国土主推、部门协同、乡镇
落实、群众参与”机制，各乡镇（街道）组织对属地进
行全面摸底，确定农村“空心房”5971栋、面积87.9万
平方米。他们将“空心房”整治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
“先手棋”， 与农村环境整治、 规范村民建房、“厕所革
命”、全域旅游发展等工作结合，促推农村宅基地退出、

复垦复绿、危房改造、易地扶贫搬迁、移民避险解困
等工作，通过“以奖代投”方式下拨资金近亿元，加快
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金龙镇燎原村村民唐正权的老
宅废弃多年。征得同意后，该县拆除其老宅，并在原
地新建了一个小型村民文体广场， 让村民们有了休
闲娱乐的场所。

该县按照“宜建则建、拆旧建新”“宜绿则绿、环境
整治”“宜耕则耕、土地复垦与开发结合”的整体思路，
规范全县村民集中建房点，助推美丽乡村建设，提质改
造低产能耕地。截至目前，该县共清理农村“空心房”
4489栋、79.3万平方米，完工验收592亩增减挂钩项目，
1450亩宅基地退出复垦全面施工。该县还高标准建好
了金龙镇燎原美丽乡村建设综合示范点、 六塘乡金珠
口村民集中建房示范点； 金龙镇先后获评“全国重点
镇”和“全国文明村镇”，芙蓉北路湘阴段荣膺“湖南省
最美绿色通道”。

湖南日报3月29日讯（通讯员 夏艳辉 记者 杨军）
近日，“湖南好人榜”3月榜单公布， 益阳市赫山区爱心
企业家艾立华、抢险英雄陈志明分别入围“敬业奉献好
人”“助人为乐好人”。

艾立华艰苦创业30余年，他创办的企业成为了年
销售额达18亿元的上市公司。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他不
忘回报社会， 近些年累计向社会慈善事业捐款1.5亿
元。 而在去年7月初资江大堤羊角段特大管涌抢险中，
该区涌现出一批保堤护垸不畏牺牲的平民英雄， 陈志
明便是其中之一。

在赫山区，有很多像艾立华、陈志明一样的好人。
如在资江边先后救起50余名落水者的全国道德模范
提名奖获得者段意花， 关心关爱困难群众的“感动湖
南”人物吴娟连，51天走访136户农家的省“最美扶贫
人物”陈艳辉，舍生取义、一身正气的省见义勇为先进
个人谢向雨，乐观坚强、照顾重病家人的最美孝心少年
袁嘉怡……

近年来，赫山区重视先进典型人物的培养、挖掘和
推介，每年开展感动赫山人物、道德模范、最美孝心少

年等评选表彰活动，并通过各种媒体，大力宣传当地好
人好事，为群众树立身边榜样，发挥其引领带动作用，
形成了“学身边榜样、树文明新风”的浓厚氛围。2016年
至2017年，该区连续两年举办“震撼的心灵”感动赫山
人物评选表彰活动，共评选出20名感动赫山人物（集
体），并举办“学身边榜样”宣讲报告会，召开“道德模
范”“湖南好人” 获得者表彰大会， 产生了良好社会效
果，全区共有26人被评为省、市、区道德模范。

同时，在先进典型带动下，赫山区大批社会爱心人
士投身志愿服务，扶危济困、助人为乐。目前，全区共成
立志愿服务队、志愿者协会138个，发展志愿者近10万
人，形成了“志愿零距离·便民服务进社区”“三点半学
校”“天使之翼·康复我帮你”等志愿服务品牌活动。

已清理“空心房”4489栋、79.3万平方米

注重培养、挖掘和推介先进典型

湘阴 整治“空心房”

赫山区 倡导文明新风

湖南日报记者 曹辉 通讯员 王成奇 李向阳

6000元，对于一个大学生来讲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在大部分同龄人选择利用积蓄旅行、吃喝、购物的时候，
湘潭大学兴湘学院大二女生肖嘉英却有着不同的选择：
用这笔“巨款”，资助10名山区贫困家庭的学生。

3月中旬，肖嘉英攥着厚厚的一沓钱，来到了学校
附近的银行，把6000元全部汇到了怀化市会同县妇联
的账号上。

“这不是我们妇联收到最多的善款，但这笔钱意义
非常特殊!”会同县妇联主席梁娟说。随后，这笔钱由会
同县妇联转交到了当地10名家庭贫困的学生手中。

为了帮助到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肖嘉英强调要提
供家庭特别贫困的孩子名单。梁娟为肖嘉英提供了10
个孩子的名单以及详细的家庭情况。 这些山区孩子的
情况，让经历过童年苦日子的肖嘉英感同身受。每个孩
子获赠600元，钱虽然不多，但足够这些山区孩子一个

学期的生活费用。
肖嘉英的老家在邵阳市新宁县农村。 她6个月大

时，父母带着她南下广东。他们的初衷是带着肖嘉英在
身边，但是生活不易，加上读书的高昂费用，在读完一
年级后，肖嘉英被送回了老家，成了留守儿童。

“这次能帮助到山区的留守儿童，是一件很开心的
事情。”谈到自己的善行，肖嘉英腼腆地笑了。

后来，经过肖嘉英父母的努力打拼，家里经济条件
逐渐好转，但一家子从没忘记创业路上他人的帮助，近
些年来相继资助过村里10多个孩子上大学。父母的善
行，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了肖嘉英。

“我们对她感到由衷敬佩。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从自
己的生活费中，每个月挤出几百元存着，更何况一下子
拿出了6000元。”室友陈洋说。

对于这次善举， 肖嘉英认为只是做了自己力所能
及而且乐意做的一件事。未来，她仍然会尽自己所能地
坚持下去。

老百姓的故事
湘大女生肖嘉英的善行义举———

资助10名贫困学生

� � � � 3月28日，长沙市开福大道，一辆大型抑尘车正在沿路喷雾进行流动除尘作业。近日，两台多功能抑尘车在
开福区环卫局投入使用。该车车载的“巨炮”身管长3米、口径1.7米，启动运行时半小时内可将25吨水化为超微
水雾，喷射到120米开外，有效降尘驱霾。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汤正明 摄影报道

大水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