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同

湖南日报5月2日讯（记者 肖洋桂 通
讯员 刘柏林 黄道兵） 湖南迪亚环境工程
有限公司（澧县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处理厂）
偷排废水，给澧水带来污染。5月2日，常德
市环保局披露，该公司不但被罚款，其直接
责任人还被公安部门依法拘留。

4月23日，澧县环保局接到群众举报，反
映澧水艳洲桥头发电站下游有褐红色污水
排入，对澧水造成污染。澧县环境监察大队

立即派人展开调查。经查，污水系湖南迪亚
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澧县垃圾填埋场渗滤液
处理厂）所排，该公司将氧化池中的污水用
潜水泵直接抽出，用软管排入澧水。据此，澧
县环保局依法责令该公司立即改正环境违
法行为，拆除污水排放软管，并处罚款15万
元。4月26日，该公司直接责任人被公安机关
依法处以行政拘留3天。目前，该公司已按要
求拆除污水排放软管，停止违法排污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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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5月2日讯 （记者 雷鸿涛 通
讯员 蒋杰霖 朱毅 杨锐 ）会同县有爱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优质大米精深加工项目近日
落户会同工业集中区。 公司负责人杨艳辉
以前在广东投资，今年回家乡会同发展。她
说，回乡发展，主要是看到会同园区基础设
施越来越完善， 并对投资者有很给力的奖
补措施。

会同是贫困县，经济底子薄。会同工业集
中区虽是省级工业集中区， 但园区企业大多
高能耗、低产能，园区转型升级势在必行。去
年来，会同县深入实施“基础先行、项目主导、
以园兴工”发展战略，大力推进园区基础设施
建设，广泛招商引资，优化项目服务。目前，正
在实施“三年提升行动”，即从2018年到2020

年，通过3年努力，园区年技工贸总收入争取
新增50亿元。

去年，会同县投资1.5亿元，加强工业集中
区基础设施建设， 建成了一批标准厂房以及
生态停车场、文化广场等。去年10月，县里还
出台规定， 对工业集中区招商引资及产业发
展给予用地优惠、财税金融扶持奖补、吸纳就
业扶持奖补等。 会同工业集中区党工委书记
唐永会介绍，围绕优势特色产业，园区以竹业
精深加工、农林特色产业、服饰产业等项目为
引导，吸引企业入园发展。同时，调整招商引
资结构，禁止高耗能、低产出和环保不达标的
企业入园。

一系列措施给园区发展注入新活力。
目前， 会同工业集中区连山工业园区逐步

形成了以会泓新材料等为主的科技含量较
高的竹木精深加工产业， 以峰华轩服装等
为主的劳动密集型服饰加工产业， 以中钰
冶炼等为主的新型建材加工产业。 在会同
工业集中区水坪溪林业现代产业园区，逐
步形成了以博嘉魔力等为主的农特食品加
工产业。

目前，园区企业达到28家。今年一季度，
园区完成技工贸收入4.2亿元，同比增长18%。

湖南日报5月2日讯 (记者 龚柏威 通讯
员 史晋 李劲宏)在4月底落幕的第39届湖南
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 南县一中有10件
作品获奖，其中一等奖7件，这是对南县青少
年科技创新的又一次检阅。

近年来， 南县将青少年科技教育作为实
施科教兴县战略的基础性工作来抓， 在全县
中小学开展丰富多彩的科技创新宣传与科技
创新实践活动。从县教育局到各学校，都成立
了青少年科技创新工作领导小组， 制定了相
关工作计划和活动实施方案。 在各学校各年
级开设科技教育课程， 并将初中科学实验操

作和信息技术列为中考必考内容。同时，组织
开展“大手拉小手”“科普小先生演讲”“科普
教育基地参观”等活动，增强科技对青少年的
吸引力；开展青少年科技创新实践活动，并建
立南县科技创新联盟QQ群与微信群。县一中
建设省知识产权试点校、立达中学建设“智慧
校园”等，均有效激发了广大学生参与科技创
新的热情。

南县每年还举办中小学科学课程骨干教
师培训班，邀请省内外专家讲学，选派部分骨
干教师参加省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培训班、
省青少年科技创新教育组织辅导工作培训班

等。2016年、2017年， 还组织骨干教师全程观
摩了第九、第十届国际发明展览会。近3年，全
县已培训中小学科学课程教师近800人。科学
课程骨干教师辅导学生开展课外科技活动列
入了与学科教师相同的评价系统。

自2016年以来，南县先后推荐100余件青
少年科技创新作品参加国内外科技创新赛
事，有50余件作品获奖，还有10余件学生发明
获得国家授权专利。 在2017年12月举行的第
22届国际发明展上，该县获得金奖1个、铜奖2
个。目前，全县已有13所学校获评省、市、县
“科技创新示范校”。

一季度技工贸收入同比增长18%

50余件作品获国内外科技创新奖

湖南日报5月2日讯 （通讯员 刘娟丽
记者 颜石敦）近日，郴州市政协组织文史
专家在临武县武水镇骡溪村调研时， 发现
了一条保存完好的青石板古道。

这条青石板古道通往广东连州，路幅
宽约3米， 在临武县境内有20多公里。古
道顺着山势向南延伸，逢山开路，遇水搭
桥，十分整齐规则。骡溪村山脚下有一座
古亭横跨在古道上，当地群众称之“伏越
亭”。郴州市文史专家对古道深入考察之
后， 发现它就是秦始皇统一百越时修筑

的“新道”。
临武是古时朝廷戍守五岭一线的边关

要塞。据了解，秦始皇统一岭南之前，从岭
北到岭南尽管有道路相通，但崎岖狭窄。为
了征服百越、加强统治，秦始皇特意修筑这
条通往百越的要道，史称“新道”。“秦始皇
新道”的贯通，有力地加强了中原与岭南的
联系，对促进岭南一带政治、经济、文化的
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次“秦始皇新道”
的发现， 无疑是郴州乃至我国古代道路交
通史上的重大发现。

湖南日报5月2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
讯员 黄志东 李诗璇）5月2日，江华瑶族自
治县退休干部韩开琪与县文物管理所工作
人员， 在县城老街村考古发现一口明代古
井，距今已有540多年历史。

古井旁尘封多年的石碑清晰记载：古
井名叫长寿井， 明朝天顺年间村民搬来此
地居住时，即饮用此井水。

井左侧有一60厘米高的石笋高出
地面，井水从石笋旁涌出，清爽而甘甜。
道光四年（1824年）， 当地村民自愿捐
资，对水井进行了修砌，用48块长宽约1
米，厚约40厘米的青石板，将井围成了
深约6米的正方形水井。 因当地村民世
代生活用水都用这眼井水，故取其名为

长寿井。
古井井口石板内侧被吊水绳摩擦出了

多条深深的沟痕，彰显了古井的沧桑。
“我们从小吃这口井水长大，古井养育

了我们一代又一代人。”住在古井旁边的72
岁的居民陈在文说，2012年村民安装了自
来水，仍有人从井口里抽水喝，大家觉得井
水甘甜，冬暖夏凉。

2015年，古井附近一家单位的排污管
渗漏，影响到古井的水质，村民要求其维修
好了排污管，古井水得到保护。现在，居民
用桶取水的人少了， 井里安装了七八根抽
水管。古井四周早已不见当年取水、洗衣、
洗菜的热闹场面。古井仍静静地守在那里，
见证着村庄的历史变迁。

湖南日报5月2日讯 (记者 蒋睿 通讯
员 何蔚)“重新修建好的围墙不仅美观，而
且小区也安全了， 真心感谢宝塔街道办事
处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5月2日，看到自
家小区开裂的围墙修葺一新， 家住湘潭市
岳塘区宝塔街道盘龙新路的张娭毑赞不绝
口。这是该区结合湘潭市正在开展的“五联
五问”大调研活动，深入群众身边解民忧、
办实事，努力用自己的“辛苦指数”换取群
众“幸福指数”的一个缩影。

民之所望，政之所向。岳塘区从主要领
导到社区普通工作人员，都迈开步子、俯下
身子，用脚步丈量民意。他们走进寻常百姓
家，深入棘手问题一线，倾听百姓声音，一
场全方面、 无死角的大走访活动在岳塘区

迅速铺展开来。据统计，持续近40天的大
走访活动， 共入户走访老百姓126124户，
收集各方意见1100多条。五里堆街道学卫
村31栋-32栋无路灯， 严重影响沿线居民
出行。收集到意见后，岳塘区相关部门加强
协调， 湘潭市灯饰管理处工作人员次日就
进行了实地查看，制定整治方案。现在，沿
线的灯亮了，居民的笑容挂在了脸上。

“谢谢社区干部，路灯亮了 !我们出行
方便了!”“我们反映的噪音扰民问题解决
了，连睡了几个安稳觉……”连日来，当地
老百姓一句句暖心的话语传入岳塘区干部
的耳中。“这是群众内心幸福的写照， 也温
暖着岳塘区干部的心窝。”岳塘区委主要负
责人说。

湖南日报5月2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
员 蒋军林 蒋军君）5月2日， 位于新田县工
业集中区的吉艺家居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300多名工人正在生产线上紧张有序地赶
制销往法国的产品订单。法国星级家具公司
总经理Bruno� Cano说：“我们对这里的家具
很满意，今后将带来更多的订单。”

新田县是有名的“家具之乡”，从上世
纪80年代初就有不少新田人外出做沙发。
如今，全县有7万多人在外地从事家具生产
和销售，遍布全国30个省(区、市)。近年来，
该县巧借“家具之乡”的人脉资源和销售网
络，规划建设了一流的家具产业园，标准厂

房免3至4年的租金，吸引在外地从事家具
生产和销售的“老乡”回乡再创业。并鼓励
他们创立自主品牌，引导他们谋划“全球生
意经”，推动自主品牌出口。到今年初，新田
家具成功出口到美洲、 欧洲和东南亚等地
的10多个国家。去年底投产的该县吉艺家
居有限公司， 引进国外先进的家具生产自
动化设备，每月出口家具200多个货柜，产
值500多万美元。

新田县工业集中区办公室主任宋飞介
绍，力争到2020年，家具产业园引进家具
规模生产企业100家以上， 实现总产值50
亿元。

湖南日报5月2日讯 （记者 姚学
文 通讯员 刘倩 ）今天，记者从长沙
市雨花区委宣传部获悉，该区红墅湾
38栋一名业主， 日前因暴力抗法被
刑拘。

该业主谭某因在建违建问题，多
次被市民举报。接到举报后，雨花区黎
托街道城管办， 立即赶往现场并联系
38栋业主谭某，告知其违建的违法性
质，并当场取证踩停施工。谭某拒不配
合， 还对城管队员进行人身威胁。后
来，执法人员再次到这里巡查，发现其
还在24小时加班施工。

黎托街道城管办组织执法队依法
对辖区违法建筑进行拆除。 进场之后
谭某情绪激动，强行爬上三楼楼顶，阻

碍拆除行动。 执法人员耐心对其进行
劝说， 并反复宣传城市管理相关法律
法规，要求谭某配合执法。谭某不但不
配合， 还突然一口咬在一城管队员的
左小臂上。被人拉开后不多时，谭某又
一次趁执法人员不备， 对一执法人员
胸口进行撕咬。 导致执法人员右手小
臂和胸口受伤流血。 城管队员只好报
警。

黎托派出所警察赶到现场时，谭
某立即假装晕倒在地， 并声称自己有
糖尿病无法行走， 不配合警察询问调
查。

事后经鉴定， 被谭某所咬的一名
城管队员构成轻微伤。 目前谭某因涉
嫌妨碍公务和暴力抗法被刑拘。

临武发现“秦始皇新道”

江华：古井养民500年

用“辛苦指数”换“幸福指数”
岳塘区干部近40天走访群众126124户

新田家具出口10余个国家

雨花区发生一起暴力抗法案
当事人被刑拘

澧县一家公司偷排被“双罚”

5月1日，溆浦县人民医院医护人员放弃休息，深入雪峰山深处的沿溪乡满天星瑶寨，
为当地瑶族同胞义诊，免费送药。 雷文录 匡乐汉 摄影报道

送医送药进瑶寨

莽山水库主坝雄姿初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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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加快转型焕发活力

南县 青少年搞创新蔚然成风

5月2日，宜章县莽山水库主坝施工现场，施工人员在进行碾压混凝土浇筑作业。目前，莽山水库主坝碾压混凝土基层填筑已经达到51.5米（主
坝总高103米），完成总工程量的60%，其他配套施工稳步推进，预计在今年10月份，大坝将开始蓄水。莽山水库是珠江流域湖南境内唯一的大型水
库，以防洪、灌溉为主，兼顾城镇供水和发电，是在建的全国重大水利工程。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刘从武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