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唐爱平 版式编辑 陈阳 2018年6月21日 星期四
经济·政治 06

! ! ! !!"#$%&'()*+,-./"0$123456
789:;<7= "#$9"%$>?@AB&CDEFGH
IJKLMNOPQRSTU/RSVW"0$!XYZ[
\]P^/Z[_` &'()*+&*ab/cdePfg hijk
lmnoRSZSp*qr,,,+-.//.01+23040+156+70s?
t0$Pu[vwxqr2889:;;11<=+72401/>+156+70sg

!"#$%&'()*+,-.-/0123
!"#$ 4 % 5 !# 6

!"#$%&'()*

湖南日报6月20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刘魁春 戴军） “排污口截污改造
工程建好后,�将彻底杜绝污水直排湘江的
现象。”日前，衡阳市政府领导深入现场，实
地察看湘江衡阳段多处排污口封堵情况。
其中， 对水质较差的蒸水河采取截污、停
排、治理工作，全面提升蒸水河水质。

18日上午，随着污水从临时截污管网
进入松亭污水处理厂输送管网， 衡阳市蒸
湘区立新开发区向蒸水河直排污水成为历

史。在王家堰排渍站，工人们正在抓紧进行永
久截污管网的施工，记者看到，该管网长460
米，有4个检测井和3个泵站，污水输送能力
每小时达300立方米。 该工程自今年5月8日
开工以来，工人们克服重重困难，全力推行各
项施工。 衡阳市市政工程公司蒸水河排污口
截污工程项目部负责人陈文军说， 封堵蒸水
河排污口地质复杂， 他们采取顶管工程全部
在地下作业。由于管网口径不是很大，工人们
需要匍匐在里面，把土挖出来。

据介绍，由于污水直排，蒸水河衡阳城区
段水质处于富营养状态， 每到夏天， 大量水
藻、水葫芦等漂浮物就出现在河面，严重影响
蒸水河以及湘江水质， 该市环卫部门需要长
时间打捞和清除。目前，衡阳市已经完成蒸水
河2个排污口的截污工作，还有2个正在施工。
对于剩余20余个排污口，市环保、住建、水利
等部门将通过勘察后进行封堵和截流， 并新
建角山和松木污水处理厂， 提升水质整治效
果。

湖南日报6月20日讯(记者 龚柏威 通
讯员 陈立志)6月14日，南县自来水公司振
兴水厂取水井旁,县环境监测站站长肖锋带
领几名工作人员，在井口半径30米范围内，
采样、排查。据了解，自即日起，南县启动
《南县丰水期饮用水水源保护应急预案》，
确保丰水期饮用水水源安全。

随着今年汛期的到来， 南县江河湖泊
水位明显上涨， 进入丰水期。 该县江河环
绕，湖港交错，水域面积占总面积三分之一
以上，一旦突发环境事件，波及面广，波及
速度快。 为保障群众的生命健康和饮水安
全，南县按照“一源一案”的要求，划定县城
城区振兴水厂、 三水厂饮用水水源一级保
护区； 将总长7.5公里的三仙湖水库均和水
厂至八百弓水厂取水点区域划定为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该县采取多项措施，为全县饮
用水水源保护建起一道保险屏障。

衡阳市封堵蒸水河排污口
排污直通污水处理厂

南县启动
丰水期饮用水水源

保护工作 湖南日报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唐世日

� � � � 【名片】
伍晶晶，1988年出生，江华瑶族自治县

人。2013年6月毕业于湘南学院， 江华瑶族
自治县大圩镇鲤鱼塘完全小学特岗教师，
曾获评全县教学能手和县教学比武一等
奖。牵头组建的学校足球队，短短几年，成
绩不俗， 获得全县中小学校园足球赛小学
组第一名。

� � � � 【故事】
“快，逼上去，射门……”6月19日下午

放学后， 江华瑶族自治县大圩镇鲤鱼塘完
全小学的简易足球场上，体育教师伍晶晶，
带领他的学生足球队鏖战正酣， 引来众多
师生围观和阵阵喝彩。

“我们学校的足球队不简单呢，在全县
中小学足球赛上获得过冠军， 他们还准备
冲到市里、省里去摘银夺金呢 !”校长罗小
春兴奋地说。

说起学校的足球队， 大家说最要感激
的人，是伍晶晶老师。学校以前不仅没有足
球队，多数孩子甚至连足球都没有见过。

2015年9月， 伍晶晶通过特岗教师招
聘考试，来到鲤鱼塘完小任教。刚到学校，
足球专业毕业的伍晶晶并没有如愿以偿教
上体育，而是担任语文教师。伍晶晶多次向
学校领导表露想建立学校足球队。

“小伍，你如果真有决心，我和学校都支

持你，学校的‘一校一品’就定为校园足球，
由你负责!”时任校长张春生对伍晶晶说。

伍晶晶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可是
正如人所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

“对于多数山区孩子来说， 足球很陌
生，学校也没有足球场地，怎么把校园足球
队建起来呢?”最初，伍晶晶深感“压力山
大”。

没有足球场，伍晶晶就利用课余时间，
带着爱好体育的孩子们，到操场上刨石块、
挖土、填坑，平整场地、定点划线。

一个多月的辛勤劳动， 硬是把一块长
着杂草的荒地平整成足球场。 伍晶晶又动
手制作了球门，一个简易足球场终于诞生。

场地有了，却还没有足球。最初，伍晶
晶和学生一起动手，用稻草、杂物自制“足
球”试着踢，学生们居然也踢得津津有味。
几天后，校领导从90公里外的县城，买回
了几个足球，孩子们这才踢上真正的足球。

山里孩子，其实都是好动的。学校有了
足球场和足球， 孩子们都跃跃欲试。 一时
间，校园里掀起踢足球热潮。看到孩子们对
足球的热情，伍晶晶笑了。

很快，足球队建立起来，训练方案也制
定好了，训练已扎扎实实搞起来。

后来，学校下决心建起了水泥足球场。
相比最初的简易足球场， 水泥足球场平整
多了，可是学生容易受伤。怎么办？伍晶晶
想了一个办法， 把学校周边的闲置农田变
成了天然足球场， 这样能有效地避免剧烈
跑动造成的摔伤和擦伤。

“农田土质柔软，对学生身体可起到一
定的保护作用。”伍晶晶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 如今， 在鲤鱼塘完
小，足球已成为学校的一大特色，喜欢足球
的学生越来越多，足球队的水平越来越高。
2017年5月， 江华举行首届中小学生校园
足球赛， 鲤鱼塘完小队以全胜战绩挺进决
赛，决赛又获得第二名。今年5月20日，全
县第二届中小学校园足球赛再燃战火，鲤
鱼塘完小队一路过关斩将，一举夺得冠军。

深山里的一支小足球队， 很快成为全
县校园足球一匹“黑马”，引起社会广泛关
注。近日，永州市教育局同意鲤鱼塘完小申
报“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伍晶晶：
让大瑶山
冲出足球“黑马”

湖南日报6月20日讯 （通讯员 林俊
记者 周月桂）星沙海关近日在长沙国际快
件邮件监管中心从一波兰入境邮件中截获
51只活体蜘蛛。这些蜘蛛全部为欧洲种，我
国尚无分布记录。 由于收件人不能提供官
方出具的检疫证书， 未办理任何相关检疫
审批手续， 星沙海关依法对入境蜘蛛予以
截留， 这是我省口岸单批截获活体蜘蛛最
多的一次。

经开箱查验， 邮件为纸箱包装的泡沫
箱， 箱内装有20个高约8厘米的瓶盖大小
圆形饲养盒，31支小拇指
大小的指形管， 每个容器
中均装有1只活蜘蛛，共计
51只，最大体长约为1.5厘
米。据收件人讲述，邮寄的
蜘蛛是作为宠物饲养和观
赏用途。经鉴定，截获的蜘
蛛包括异纺蛛科、 狒蛛科
的5个种， 全部为欧洲种，
尚无对应中文学名。

海关人员介绍， 近年随着国内宠物市
场的需求增长， 宠物爱好者常常将外来稀
有物种作为宠物饲养， 有宠物爱好者和经
营者通过邮寄的方式非法进境一些稀有甚
至剧毒的宠物。 经此途径入境的活体外来
物种，未办理任何检疫审批手续，其来源、
品种及卫生状况不明， 存在传播疫情疫病
的风险。且外来物种传入国内，往往没有天
敌，易造成生态破坏。海关人员提醒，市民
切勿违规将此类“新型宠物”携带、邮寄入
境。

湖南日报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谢燕

执行攻坚，需要实干苦干，同样需要斗智
斗勇和巧干。6月19日，记者从株洲县人民法
院了解到，该院法官戴威华乔装成购房者，顺
藤摸瓜查到被执行人账户， 发现其账户上躺
着1000多万元现金，最终为申请执行人兑现
759万元执行款项。

经株洲县人民法院判决， 汪某需偿还胡
某借款本金700万元及相应借款利息； 郴州
某房产公司对上述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
偿还责任。法院判决生效后，汪某和房产公司
迟迟不履行还款义务。 胡某向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

今年6月上旬，执行法官戴威华对被执行

人的财产进行查控，发现并无可供执行财产，
仅查到汪某名下1万多元银行存款也已经被
其他法院捷足先登。戴威华随后10余次到桂
阳县找被执行人，督促其履行义务，但被执行
人一直消极对抗。

戴威华还发现， 被执行人郴州某房产公
司将该案在诉讼期间被法院查封的其名下两
宗土地强行建设成商场和住宅， 并公开对外
认筹，收取购房定金。他为了突破案件执行瓶
颈，决定再次前往桂阳，乔装成购房者前往该
房产公司购房， 看能否查找到被执行房产公
司的有效收款账户。

戴威华到了房产公司售楼部后， 装作很
有购房意向， 与售楼工作人员闲聊， 沟通顺
畅。为进一步获取售楼人员信任，深挖到被执

行人财产线索， 戴威华提出要签订购房意向
书，并按工作人员要求在公司的POS机上刷了1
万元定金。刷完定金后，戴威华声称要跟家里
人再商量，借口离开售楼部，立马前去银行查
所刷款的流向， 但发现房产公司所用POS机并
非银联商务系统，而是一个第三方支付机构的
个人账户。

戴威华当即返回售楼部， 说家人都同意买
房，并准备付款，但因房款大头需由其岳母出钱，
老人家年纪大了，不会用银行卡转账，因此需要
公司提供一个转账账户。起先，售楼人员一直不
肯给账号，声称只能刷卡，并说公司愿意派车把
老人家接来。戴威华临机应变，称老人家住郴州
市，不方便过来。随后，他开始缠着工作人员软磨
硬泡， 终于磨到售楼人员给了他一个公司账号，
而且该账号竟然是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个人账
户。拿到账户后，戴威华立即想办法查询到该账
户的开户行在郴州市，他当即乘坐出租车赶往开
户行，对账户予以冻结。最终，法院为申请人胡某
顺利兑现了759万元本息。

法官乔装买房巧执行———

为申请人兑现款项759万元

湖南日报记者 王晗

能存钱的银行，城市里随处可见。能存废
电池等有害垃圾的银行，你见过吗？听闻长沙
市雨花区井湾子街道井巷社区开了一家“垃圾
银行”，6月13日下午，记者带着好奇来到这里。

走进井巷社区服务中心内的雷锋超市，
不足40平方米的超市里，一进门便能看到柜
台旁的“垃圾银行”，废品回收区、积分登记区
都在最打眼的位置，墙上贴着的《垃圾银行积
分办法（试行）》也格外醒目。

69岁的吴国根老人和几位老邻居正拿
着自己的“存折”过来积分。“我们刚在社区听
了一堂垃圾分类讲座，收获挺大！”吴老说，井

巷社区老年人很多，现在搞“蓝天保卫战”要
大家学着给垃圾分类，一开始都想不通、没兴
趣。“谁知‘垃圾银行’一开业，老伙计们都来
了神，热情一个比一个高。”

“吴叔，5粒废电池得1个绿色积分，听一次
环保讲座得2个绿色积分， 都给您登记好了。”
看着“存折”又多了两条记录，吴老心里美滋滋
的。他悄悄告诉记者，只要领了“存折”在雷锋超
市消费就能享受9折优惠， 等他积满100分，就
能兑换一张30元的超市消费券。

“钱虽然不多，但是垃圾分类的举手之劳
既环保又能得实惠，何乐不为呢？”作为社区
志愿者，吴老给自己定了个小目标，每周发动
10个邻居加入“垃圾银行”。“维护家园环境要

从我做起嘛！”吴老笑着说。
“阿姨， 这是我发动同学一起收集的废电

池，请您帮我积分。”下午5时许，刚刚放学的燕
子岭小学六年级学生葛一飞，揣着10粒废电池
气喘吁吁地跑进来。“明天放学我再来， 我同桌
也要领一本‘存折’。”

雷锋超市的负责人、自然睦邻公益服务中
心理事长丁红波介绍，设立“垃圾银行”是把雷
锋超市免费领、优惠卖、公益行的功能与环保结
合在一起，从而帮助社区居民养成垃圾分类的
习惯，最大限度减少有害垃圾落地。开业一个多
星期，已经有50多位居民申领“存折”，成为“垃
圾银行”的会员。

“保护环境最终是靠人才能治本。”丁红波
说，作为雨花区垃圾分类试点社区，希望通过一
段时间的探索，将“垃圾银行”在街道甚至全区
推广。

“垃圾银行”助环保

星沙海关截获51只“外来”蜘蛛
海关提醒：勿违规携带、邮寄“新型宠物”入境

湖南日报6月20日讯 （通讯员 马超
记者 彭雅惠）连日强降雨造成邵阳电网受
灾严重， 国网邵阳供电公司启动防汛应急
响应，出动逾千名抢修人员奋战抢险一线，
目前已恢复大部分用户正常用电。

19日以来， 邵阳市普降大到暴雨，多
地被洪水围困， 受灾地区供电设施设备因
遭洪水浸泡而出现险情， 截至20日中午，
邵阳电网已发生10千伏线路跳闸81次，
2310个供电台区受损。

险情就是命令。 国网邵阳供电公司紧急
调配抢修人员、物资材料等，2天内共组织107
支队伍、出动1060名队员，对受损供电设施设
备进行应急抢修，并分区域实行24小时巡查，
以确保及时发现用电安全隐患及故障。

截至20日上午11时， 邵阳地区累计
1402个供电台区通过抢修重新供电，11.59
万用户恢复正常用电。 国网邵阳供电公司
表示， 其他受损电力设施设备也都在紧张
抢修中，很快能恢复正常供电。

邵阳大部分用户用电恢复正常
千余名电工上一线抗洪抢险保供电

� � � �伍晶晶

6月20日，长沙市雨花区东塘
街道七里庙社区开展“生命至上·
安全发展”2018年安全月宣传活
动。图为社区工作人员来到辖区建
筑工地进行安全生产宣传，并向工
友们送来防暑降温药品。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吴婷 摄影报道

安全生产宣传
进工地

武陵区马家 河“容颜”再现

湖南日报6月20日讯 （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刘慧宜 张丽康） 怎样守住我们的

“钱袋子”？ 如何爱惜自己的信用记录？今
天， 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联合长沙农村
商业银行，在雷锋第二小学举行“金融知识
进雷锋小学暨赠书仪式”活动，并为200余
名学生奉献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金融知识专
题讲座。

近年来， 我省人民银行系统持续开展
“金融知识进校园、进课堂、进课程”活动，
每年在省内各大中小学、 高等院校开展巡

回宣传活动50余次； 以“保护个人金融信
息”“远离校园不良网络借贷”等为主题，在
全国率先设计制作了针对在校学生的动漫
宣传系列片。

从今年起，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在全
省开展将金融知识纳入湖南省国民教育体
系“三个一百”工程，即每年明确百所金融知
识普及教育学校，打造百个金融知识教育体
验基地，评选百名金融知识优秀讲师。着力
推动提高青少年金融素养水平，达到“教育
学生、带动家庭、辐射社会”的效果。

“金融知识进校园”活动
走进雷锋小学

湖南日报记者 姜鸿丽
通讯员 周亚玲 肖洪斌

6月15日，常德市武陵区晴空万里。记
者沿着马家 河畔逆流而上，满目青翠，水
波荡漾。

住在河边的芦荻山乡桑场社区居民杨
围精对记者说， 这几年河边变化“翻天覆
地”。“我在这里住了30多年，小时候，我们
经常在这洗菜、游泳。前几年，河水污染，一
到夏天臭气熏天，蚊子满天飞，门窗都不敢
开。 多亏政府下功夫整治， 让它恢复了容
颜。”

武陵区水利局副局长陈晓龙介绍，马
家 河是常德城东片区一条主要河流，也
是沅江的支流，最终汇入洞庭湖。该河全长
约41公里，武陵区境内长约9.3公里，河面
宽为50米至100米不等。主要功能是防洪、
农田灌溉及一般工业用水。上世纪末，随着
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马家 河流
域的工业企业和人口剧增， 污染也随之而

来。水质长期为劣V类，被列入中央环保督
察整改问题清单。

近年来，武陵区委、区政府直面马家
河水污染问题，以查促改，大力实施马家
河治污工程。全区投入2300万元，通过生
态滤池净化、一体化污水处理、水生植物净
化、清淤疏浚、垃圾清理等多种治理手段，
净化水体。

同时，积极实施城乡清洁工程、畜禽退
养、生态小流域治理、污染重点行业企业整
治等措施，标本兼治。特别是在“环湖利剑”
涉企环境执法专项行动中， 该区下达责改
书16份，立案查处8件，移送公安1件。经过
一年的整治，马家 河水清岸绿，整治成效
明显。

据悉，下一步，武陵区将建立健全长效
管理机制，采用电子监控、政府购买服务、
属地管理的方式，为一江碧水上多重保险。
并继续开展“环湖利剑”涉企环境执法、工
业污染源达标计划等专项执法行动， 严禁
已取缔的“十小”企业反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