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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5月28日讯（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唐文利
李华 张禹冰）5月26日， 郴州市北湖区南方石墨年处理
20万吨石墨浮选提纯及加工工程项目工地机器轰鸣，工
人们在抓紧施工。该项目是省级重点项目，今年计划完成
投资1亿元。1至4月已完成投资3700万元， 占年计划
37%。

今年，北湖区计划实施项目271个。为加快推动项目
建设，该区将东江引水二期工程、鲁塘石墨产业园、电子
信息新材料工业圈等83个项目列为重点攻坚项目，在这
些项目建设中组织开展“四比四赛”活动，即各施工单位
比前期赛开工、比进度赛形象、比投资赛效益、比速度赛
安全，各责任单位、服务单位则比担当赛落实、比服务赛
效果、比作风赛口碑、比创新赛效率。对责任单位和服务
单位，还要求严格落实“一单五制”工作制度，即项目问题
清单制、交办制、承诺制、台账管理制、清零制。各级干部
主动到项目现场摸排情况， 为项目建设全程提供“保姆
式”服务，今年来，已帮助解决征地拆迁、手续办理、施工
环境、融资等方面问题320多个。

“四比四赛”调动了各部门、单位积极性，为项目建设
注入新动力。目前，北湖区今年安排的83个“四比四赛”重
点攻坚项目已开（复）工61个，开（复）工率达73.5%；1至4
月，完成投资54.6亿元，占年计划投资34.7%。新田岭钨业
采选改扩建项目井下充填系统、尾砂输送管路等已完工，
预计10月底将全面竣工投产。

湖南日报5月28日讯 （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杨雄
春）5月下旬，气温升高，蓝山县云冰山景区项目施工进
度丝毫不减，漂亮的生态小木屋以每两天一栋的速度快
速立起来。蓝山县项目建设“快跑”的后面，是责任倒逼机
制促推。县委主要领导3天一问询、一周一调度，问题出
在哪个部门就向哪个部门问责，哪个单位给工程拖后腿
就处罚哪个单位。

蓝山县今年安排重点项目108个。为加快建设进度，
该县用责任倒逼促环境优化，实行重点项目指挥长负责
制，并将其优先列入县委常委会议事日程，做到“一个项
目一把钥匙，一个问题一个措施”。同时，实行并联式集中
审批，以整治项目审批“拖延症”。为确保重大项目能及时
“落地”，县里采取措施，解决用地等困难。项目建设指挥
部提出用地需求后，县城建领导小组须一周内拿出方案，
规划委员会半个月内研究通过，国土部门一个月内确定
项目用地。通过督查，将项目建设任务完成情况与领导干
部绩效考核挂钩，没有完成任务的，对指挥长和相关责任
单位追责。

责任倒逼，逼出高效率。如今在蓝山县，县内审批盖
章，3天内可全部完成。申报市级和省级的项目，可分别
在7天、15天内完成。领导干部下项目现场，主动服务企
业蔚然成风。今年1至4月，全县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6.45
亿元，同比增长16.5%，其中重点项目完成投资9.54亿元。
总投资10亿元的湘江源皮具产业园项目，6栋标准厂房
已有2栋完成装修。湘威三期项目，投资3000万元采购的
2条制鞋生产线正在安装， 投产后将新增年产能100万
双、年增出口1000万美元。国家“十三五”期间重大水利
工程毛俊水库枢纽大坝、上坝公路等，都在加快建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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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通讯员 邹跳跳 刘明

5月25日，新化县槎溪镇乐柏村
桃园基地，20余名贫困群众正进行
虫害预防， 看着一株株挂满果实的
树苗， 基地负责人肖清元欣喜之情
溢于言表：“去年， 这100多亩水蜜
桃收入50万元， 今年势头更好，已
经有很多商贩预订， 就等着摘桃子
了！”

槎溪镇是新化县的重点扶贫乡
镇， 共有5个贫困村， 贫困户有1355
户，脱贫任务重。经反复探索，该镇因

地制宜，利用荒山荒地和水田，引导
村民发展产业。“我们发挥大户带动
作用， 先扶持发展一批优质特色产
业，再以这些产业为中心辐射全镇贫
困群众，通过‘大户带小户’‘产业+就
业’‘基地+农户’等方式，实现了特色
产业的遍地开花。” 槎溪镇党委书记
付小兵介绍。

和肖清元一样，积极响应产业扶
贫的还有槎溪镇兴石岭的罗成希和
罗田伯， 他们投资2000万合伙创立
棋盘山养牛专业合作社，建设母牛繁
殖场和肉牛育肥场两个基地，已存栏
母牛200头、肉牛近300头，去年产值
达1200余万元，带动200余名贫困村
民从事养牛行业。

通过政策引导，棋盘山养牛专业
合作社已成为精准扶贫的产业基地。
贫困村民可到合作社务工，每月获得
劳动报酬3000元左右；可按照“基地
+农户”的经营方式，从基地领养3至5
头牛回家散养， 长大后定价回收，每
头牛可获利10000元左右。 同时，合
作社免费提供养殖技术、 病害防疫，
解决贫困户的后顾之忧。

说到产业发展，兴石岭村贫困户
罗信生深有体会：“以前种粮食和蔬
菜，一年收入也就4000元左右，如今
在棋盘山养牛合作社务工，一个月的
收入就有4500元。”

在发展养殖业的同时，槎溪镇组
织大户归集荒地闲田，推广规模化种

植。 走进万宝山林果药种植基地，放
眼望去，几个山头种满了各种果树和
药材，满山郁郁葱葱。占地1.2万亩的
产业基地，分块划分为黄柏、灵芝、百
合等种植园区，确保一年四季都有收
成。

基地负责人孙益中介绍，贫困户
通过土地、奖补资金、劳务用工相结
合的方式参与，将村里的荒山、贫困
户手中的闲散土地归集起来，搞集中
连片开发，参与基地发展的贫困户有
160多户，年人均增收4000元以上。

贫困户杨树平以土地入股药材
基地，农忙时在镇里的几大基地轮流
务工，每天有150元收入；年底时，有
合作社的股金分红；他还喂养了几头
肉牛，就等着合作社收购。他感慨地
说：“镇里产业兴旺， 只要勤劳肯干，
不仅能脱贫，还要争取奔小康。”

“我们以标准化稻田养鱼、生态
休闲旅游、光伏发电、林下经济、劳务
输出、养殖牲畜等6种见效快、收益好
的产业带动贫困户脱贫。” 槎溪镇镇
长肖含美介绍。目前，该镇已发展了
红豆杉种植500余亩、油茶林2000余
亩、中药材20000余亩、经果林1000
余亩、稻田养鱼1000余亩，培育以扶
贫为主导的特色合作社14家。

通过产业带动，槎溪镇成功打造
特色产业小镇，现有的1355户贫困户
全部与产业基地结合， 其中689户
2597人脱贫。

湖南日报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刘杰

5月27日上午， 澧县大堰垱镇亘山村党总支书记陈祖
元手持“山河图”等图纸，指挥施工队伍对水渠进行改造。
目前，2公里长的水渠改造工程已进入扫尾阶段。“幸亏苏
常金绘的‘山河图’，不然工程建设进展不会这么顺利。”陈
祖元感叹地说。

陈祖元所说的苏常金， 是81岁的该村村民，“山河图”
指由苏常金实地踩点、 历时3年手绘完成的瀼河溪水系平
面示意图。这幅图长1.5米、宽0.8米，上面详细记录了亘山
村一带5公里长的瀼河溪以及流域内27口堰塘、9处土垱和
30多条小溪的具体位置和古地名。

瀼河溪是澧水支流涔水河的一条主要干流，流域灌
溉面积上万亩，但至今有30年未清淤，村民只知道按“上
垱”“下垱”“明垱”等段落称呼，并不知道该河流名叫什
么。一次偶然的机会，苏常金在一块清代墓碑上找到了
答案。

5月27日上午，苏常金带记者来到这个古墓前，墓碑上
“瀼河溪”等字眼赫然显现。苏常金说，他是小学语文和地
理老师，平时没事常给村民写碑文，加上他年轻时经常参
与水利建设，对河流有莫名的亲近感。退休后，这份爱好成
了消磨时间的最好方式。

苏常金最初想到手绘“山河图”，是为了“让后人忆起
乡愁的时候有个依据”。“现在年轻人叫这个地名为福马
峪，其实应该叫放马峪。有史料记载，附近有一个山寨，寨
主常在这一带放马。”苏常金指着地图上一个地名对记者
说，年轻人逢年过节才从外地回来，很多人不记得家乡地
名了。

为了绘制家乡“山河图”，近3年，苏常金走遍了地图上
的山山水水。八旬高龄的他除了稍微有点耳背外，眼睛仍
然好使，而且思维缜密，心灵手巧，查资料绘地图他一人包
办，在2016年春节完成初稿，然后不断完善。今年清明节，
苏常金将“山河图”展示给村里年轻人看，不料图被拍到网
上，这一下苏常金成了“网红”。

目前，瀼河溪水系平面示意图成为亘山村年轻人了解
本地历史文化的重要途径，也为当地防汛抗旱和农业生产
提供有益参考。

长沙举行
防汛抢险应急演练
湖南日报5月28日讯（记者 王茜）今天下

午， 在长沙市望城区高塘岭街道胜利村，20艘
抢险冲锋舟驶向团山湖江心洲。救援队员凭借
娴熟技术，平稳躲避激流、暗礁等危险领域，快
速接近求救区域的被困群众。这是2018年长沙
市洞庭湖区防汛抢险应急演练中的一幕。

据了解，这次演练由长沙市防汛抗旱指
挥部主办， 望城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承办，共
完成7个防汛抢险科目演练。现场出动5架无
人机抛投救生衣、20艘冲锋舟转移被困群
众、一架直升机救援伤员，高塘岭街道60人
队伍处置险情，望城区住建局、区水务局各
100人抢筑子堤。

“常德工匠”
巡回传经送艺

湖南日报5月28日讯 （李向春 李寒露）
点燃创业激情， 开启事业梦想。5月28日，由
常德市人社局主办的自主创业先进典型暨

“常德工匠”巡回报告会鼎城专场，在鼎城区
文化中心举行。5位报告团成员作了精彩演
讲，与大家分享自己创新创业的故事。

来自湖南三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刘
海雄，曾被评为常德市创新“榜样人物”。报
告会上， 刘海雄与报告团其他4位成员分别
回顾了创业过程中的艰辛历程，畅谈了创新
创业的心得体会。

据介绍，举办这次巡回报告会旨在弘扬
“常德工匠”精神，以身边人讲述身边事，鼓
励引导更多人投身创业。

宁远千人诵读国学经典
湖南日报5月28日讯 （记者 邹仪 通讯

员 骆力军 邓水燕）为弘扬传统文化，陶冶学
生情操， 激发少儿学习国学经典的热情，5月
27日上午，宁远县举行第二届“美德少年”表
彰暨庆祝“六一”儿童节文艺演出。现场举办
了“相伴共读、书香润德”千人国学诵读会，30
名“美德少年”和来自城区10余所小学和幼儿
园的1000名学生及家长参加。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千
人国学诵读会上，莲花小学学生上台领读国
学经典《爱莲说》《杨氏之子》《陋室铭》，台下
学生及家长齐声朗读， 台上台下相互呼应，
展现了中华文化的魅力。

老百姓的故事

八旬老人手绘“山河图”

5月28日，吉首市
太平镇太平村茶果
园，向书元（左）带领
果农在采摘黄桃 。
2012年，向书元成立
吉首阳光茶叶专业合
作社，带动165户村民
开发了2000多亩茶
果园，并建起农家乐，
走上了茶旅结合的产
业增收致富之路。

姚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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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5月28日讯 （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李忠
华） 近日，邵阳市无线电管理科普教育基地在北塔区高
撑小学内正式揭牌启用，成为全省首个无线电科普基地
项目。

由邵阳市无线电管理处精心打造的市无线电科普基
地也正式对外开放。基地占地300多平方米，建设有无线
电知识普及和相关实物展览区、无线电技术应用互动体验
区、教育教学实践操作区三大主题板块，共包含20多幅大
型图文展板，200多件展品。科普基地将通过实物展示、图
文介绍、语音讲解、互动体验等方式全方位介绍无线电知
识。

当天，基地展馆内，学生们兴致勃勃地参加机器人表
演、航模飞行、VR技术等体验活动。与会人员观摩后纷纷
点赞：很难得看到学生对无线电如此喜爱，希望学生在基
地里学习成长、体验成功。

我省首个无线电科普基地
落户北塔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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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962 1040 100048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631 173 282163

5 63

湖南日报5月28日讯 （记者 杨
军）5月28日，益阳市“互联网＋政务
服务”一体化平台初步建成，即将上
线开展一个月试运行。

益阳市是全省 “互联网＋政务
服务”示范市。近年来，该市将“互联
网＋政务服务”作为新型智慧城市建
设“一号工程”来抓，做好顶层设计，
着力解决部门数据壁垒和信息孤岛
问题， 推进政务资源和信息共享，打

通行政审批绿色通道、不动产登记提
速通道、证照数据共享通道、综合主
体服务通道，构建“一号申请”“一窗
受理”和“一网通办”政务服务新模
式，以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目前，该
市在市一级715项审批事项中， 服务
对象“最多跑一次” 的事项达到了
53.6%，“一次不用跑” 的事项达到了
45.7%。

在“互联网＋政务服务”试运行

期间，益阳市将开展政务服务一把手
“体验办理月”活动，组织有政务服务
办理事项单位的主要负责人，陪同办
事群众办理不少于一项涉及本单位
的服务事项，以发现和整改存在的问
题。同时，开展“有奖找茬”活动，动员
社会各界查找政务服务事项办理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对首先发现问题的
群众，经确认后，按照每个问题200元
的标准进行奖励。

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
益阳“互联网＋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初步建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