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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豚迷”
下洞庭

湖南日报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骆先文

千里迢迢赴洞庭，一心一意为江豚。
6月24日， 北京四中国际学区23名师生与
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志愿者一起，开展“人
文游学”活动，下洞庭巡访，到岸上调研，进
保护区参观，体验、参与生态文明建设。

今年来， 北京四中一直关注江豚保
护工作。6月21日傍晚， 该校国际学区校
长李树明带领部分师生赶到岳阳， 邀请
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会长徐亚平做生态
讲座。

这些北京“豚迷”还提出，想寻访江
豚。24日一早， 江豚保护志愿者徐沐辉等
驾船至渔都码头来接他们，当地渔政执法
人员也前来护航。看到巡逻船出没风波里，
北京学生严锦仪问：“巡逻队员为什么这么
热心保护江豚？”志愿者徐立君说：“江豚是
长江、洞庭湖的旗舰物种，如今比大熊猫还
稀少，保护刻不容缓！”

“有江豚!”船经过扁山水域时，志愿者
江科明指着相距近500米的飘尾尖水域喊
道。巡逻船劈波斩浪朝飘尾尖水域疾驰。

“江豚!江豚!”果然，一个江豚3口之家
在浪花中闪现。志愿者范钦贵告诉大家，近
年来，各级各部门下大力气治理洞庭湖生
态环境，非法捕鱼、排污、采砂等行为得到
有效遏制，江豚已超过100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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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25日讯（记者 蒋睿 通
讯员 彭娟 陈文 ）“老师讲的都是我们
身边的例子，让我更容易了解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容。”
6月21日，在湘乡市新湘路街道白托村
开展的“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专题宣讲中，该村72岁的老党员唐
光辉告诉记者，现在的宣讲内容不仅贴
近基层实际， 而且有机会现场提问，党
员群众听得懂、听得进，入脑入心，产生
思想共鸣。

为贯彻落实好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新
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将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和中央、 省委重大决策部署宣传到
基层， 使广大干部群众及时准确地掌握
党的创新理论和惠民惠农举措， 湘潭市
委组织部从今年3月开始，在全市范围内
开展理论政策大宣讲活动。 为做好宣讲
工作，成立了一支党的理论政策宣讲队，
制定出台了《湘潭市党的理论政策宣讲
工作实施办法（暂行）》，并在全市966个
村、社区建立了宣讲站。

为避免基层宣讲“水土不服”“一稿
走天下”的局面，湘潭市委组织部编排了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系列
《乡村振兴怎么办》《纪律是带电的高压
线》等10门公共课程和《做信法、懂法、
守法的好公民》《当你老了， 如何养老》
等6门专题课程。同时，该部门挑选
了52名专业素质较高的理论政策宣
讲员，采取宣讲员试讲、专家指导、
集体备课等形式进行专题培训，确
保每一场理论政策宣讲能紧贴基层

实际，符合基层干部群众的“口味”，接好
地气。

目前， 湘潭市已举办近1000场宣讲
活动，10万余名干部群众接受了教育。经
满意度测评， 基层干部群众对宣讲课程
满意率达97.6%。

湖南日报6月25日讯 （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肖斌辉 周磊）6月21日上午，新
邵县政府办驻严塘镇黄家村扶贫工作队
队员曾建波早早来到村部，登录“智慧党
建”平台，传输图像进行签到。“现在每天
进平台签到，已成为习惯。”他说。

据了解， 新邵县从加强信息化建设
入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落到实处。今年
1月，该县建成“智慧党建”平台，3月正式
上线运行。目前，该平台已覆盖全县1411

个基层党组织，覆盖率达100%。
新邵“智慧党建”平台由门户网站

和微信公众平台两部分组成， 设置了
党组织工作、党员工作、组织生活等13
大模块， 各基层党组织日常党务工作
均及时上传平台规范处理。据统计，自
“智慧党建”运行以来，全县宣传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 提升党员素质等基层
党建工作得到迅速推进。 其中一季度
讲党课1056次，召开支部会3438次、支

部党员大会2585次， 举办主题教育活
动8548次，这些活动的文字、图像资料
均上传平台。

新邵县还因地制宜，在“智慧党建”
平台创新设置了签到报告管理、大学生
村官管理、党员致富带头项目管理等特
色模块。其中签到报告管理将全县93支
驻村扶贫工作队295名队员全部纳入其
中， 队员必须在离所驻村村部2公里范
围内才能成功签到，而且需每天在平台

提交扶贫日志，推动扶贫各项工作落到
实处。

新邵县委常委、县委组织部部长曾
志红介绍，“智慧党建” 平台运行后，成
为了党建管理的“千里眼”“顺风耳”，基
层党员干部履职是否到位、参加活动是
否及时、 处理事务是否规范等情况，上
级党委一目了然，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经常抓、抓经常”，显著提升了基层党
建工作水平。

理论到基层 政策进万家

千场宣讲10万名干群受益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经常抓、抓经常”

“智慧党建”基层组织全覆盖

月下云海 别样风光
6月25日凌晨2时30分许，皎洁的月光下，世界自然遗产地张家界武陵源老屋场一带出现壮丽云海景观，一座座险峻的山

峰矗立在厚厚的云层中，神奇壮观。 张光之 摄

一个月引13家
“500强”进驻

怀化6月集中签约项目62个，
总投资1000亿元以上

湖南日报6月25日讯（记者 肖军 黄巍）6月23日至24日，
由29家企业组成的知名企业代表团到怀化投资考察， 其中
14家企业与怀化签订了产业投资项目。

进入6月，怀化迎来项目建设高潮，已进行3次集中签约，
共签约项目62个，总投资1000亿元以上，有13家世界500强、
中国500强企业进驻怀化。同时，列入省重点项目考核的19个
项目建设高速推进，完成进度在大湘西片区排名第一。

“今年计划引进世界及中国500强企业10家，没想到不
到一个月就引进了13家。”怀化市商粮局负责人介绍，今年
来，该市围绕培育生态文化旅游、医药健康（中药材）、电子
信息3个千亿产业，积极对接500强企业和重点客户，展开
精准招商。同时，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行“马上办、网上办、
就近办、一次性办”审批服务新模式，大力优化营商环境。

6月23日，虽是双休日，怀化高新区南区项目施工现场
热浪扑面，挖土机、装载机、推土机等30多台车辆正在工地
上忙碌。 园区负责人说：“1000亩土地平整在日夜赶工，科
捷铝业等项目厂房代建工作也在全力往前赶， 让企业早落
户、早投产。”据了解，在抓好招商引资的同时，怀化狠抓产
业项目落地，在重点项目建设中推行“一线工作法”，实行党
政领导包项目责任制。同时，建立了项目建设“六联”工作机
制，即对省、市重点项目推行前期手续联办、征地拆迁联动、
管线迁移联调、施工环境联保、资金使用联审、推进实施联
查，有效化解了影响项目建设的各类矛盾与问题。

下期奖池：5972044398.22（元）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8169 7 1 6
排列 5 18169 7 1 6 9 0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18073 13 19 24 25 29 02+08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5

2

7758350 38791750

93100204655010

鸡粪臭不再 蘑菇香扑鼻

桃源城区畜禽退养
走生态路

湖南日报6月25日讯（记者 鲁融冰 通讯员 戴艳红 ）
6月24日，记者走进桃源县漳江镇白佛阁社区一间菇棚里，
一股清香扑鼻而来，只见上万根菌棒整齐摆放，蘑菇长势喜
人。当地居民雷丽霞正在采摘蘑菇，忙得不亦乐乎。她告诉
记者，这里以前是一个鸡舍，养鸡5000只，臭气熏天。

鸡粪臭不再，蘑菇香扑鼻，这一变化得益于桃源县去年
启动的城区内养殖场全面退养工作。“以前养鸡确实污染环
境，成本高，风险也大。”雷丽霞说，去年8月鸡舍改种蘑菇
后，至今已产蘑菇2万多公斤，收入比养鸡多。

漳江镇梅溪桥社区居民张美坤从2010年开始养鸡养
猪，先后建起5栋猪舍、2栋鸡舍，总面积超过1500平方米。
养殖产生大量粪污， 给周边环境造成了污染。“这样发展下
去，无疑会砸了子孙的饭碗。”去年7月，张美坤关停养殖场
后，在原址建了一个生态农庄，今年5月开门迎客。

据统计，桃源县开展城区内养殖场全面退养工作以来，
共有1000多户养殖户退养，其中20%选择转型，有的利用
闲置场地做仓库租赁，有的改建生态农庄、种植有机蔬果，
告别养殖污染，走上了发展生态产业之路。

湘
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