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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演练
平安你我

7月31日，长沙市开福
区通泰街街道盐道坪社
区， 少年儿童学习使用消
防水带。当天，该社区开展
亲子户外消防知识培训和
演练， 提高少年儿童消防
安全意识和应变能力。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通讯员 刘璐 摄影报道

新晃：
严打涉枪爆违法犯罪

湖南日报7月31日讯 （段世铜 黄
巍 ）近日，新晃侗族自治县公安局凉伞
镇派出所在全面排查涉枪爆隐患过程
中，发现吴某某非法将射钉枪改装用来
打猎，并出售营利，迅速将其抓获，依法
立案处理。为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
生命财产安全， 新晃公安部门在今年

“夏秋攻势”中，严打涉枪爆违法犯罪。
目前， 新晃共收缴非法改装射钉枪34
支，破获涉枪刑事案件3起，刑拘3人；受
理涉枪治安案件11起， 行政处罚11人，
有效消除了枪支弹药和爆炸物品流散
引发的治安隐患，提升了群众安全感。

湖南日报7月31日讯（记者 肖祖华 通讯
员 尹华增 朱振晖）日前，邵阳市新宁县河长
办涉水综合执法大队执法人员在夫夷水金石
镇渡潭村段巡查中，发现候某某在非法电鱼。
执法人员对其电鱼设备进行依法扣押时，遭
到候某某及唐某某暴力抗拒。随后，金石镇河
道警长接到县河长办指令，迅速赶到现场，将
候、唐两人带离。经县级河道总警长批准，对
暴力抗法的唐某某、 候某某分别予以行政拘
留7天、5天。

据了解，从去年4月开始，邵阳市以建立
河长制为基础，创新河道治理模式，利用全市
2633个涉水行政村辅警工作站， 在全市范围

内推行“一河一警长”河道治理新举措，依法
打击涉水违法行为，有效推动了“三水共治”
（水污染治理、水生态修复、水资源保护）。

邵阳市“河道警长”主要负责流域（河段）
涉水涉河案件查处，配合环保、水利、农业、林
业、国土、住建等部门，协助河长开展经常性
督查。“河道警长”分为市、县、乡镇、村四级。
市、县公安部门利用乡镇派出所警力平台，将
全市1041条河流按“一河一警长”要求，落实
到村级辅警，使“河警制”覆盖全市所有河道、
河段。目前，全市共有“河道警长”2908人，其
中市级“河道警长”7人、县级74人、乡镇级194
人（派出所所长兼任）、村级2633人（驻村辅警

兼任）。
为确保信息畅通，邵阳市各级河长、警长

建立了微信群、QQ群和公众号信息平台，及
时交流工作信息，发送市级河长、警长指令，
反馈各地河长、河警巡河情况。一年多来，全
市各级河道警长依法严惩破坏水环境资源和
盗窃、破坏治污、排水、供水设备等违法行为，
依法打击水环境整治中暴力抗法、 打击报复
等违法行为， 提高了河道综合执法能力和效
率。目前，全市关闭采（洗）砂场73家、锑矿和
涉锑冶炼厂21家，清理整治“僵尸船”894艘，
清理各类垃圾20余万吨， 取缔沿河无证堆场
22个、废旧回收点43个。

湖南日报7月31日讯 （周俊 刘芾 彭达
廖燕丁）7月29日， 娄底市海事部门对冷水江
浪石滩水电站上游资水水域进行“回头看”督
查，确保“僵尸船”“三无船”清理到位。据工作
人员介绍，每年汛期，最怕“僵尸船”冲击大坝
和桥梁，通过整治，这一隐患已彻底消除。

去年发生洪灾时，娄底境内桥梁、水坝多
处遭受“僵尸船”冲击，阻碍了行洪，带来严重
安全隐患。按照省第2号总河长令要求，娄底
建立“政府主导、交通牵头、部门配合”机制，
成立专项清理整治办公室，出台了《娄底市内
河水域“僵尸船”清理整治工作方案》，采取河
长巡河、集中整治、水域环境治理、督促问责
等多种方式，彻底清理长期霸占河道的“僵尸

船”等。
为打好整治“攻坚战”，娄底推行“四个

一”工作法，即对长期停泊不用、无人管理的
船舶，一律予以处置拆解；对不符合环保要求
及闲置废弃的涉砂船，一律取缔拆解；对污染
水域环境的餐饮船，一律取缔；对辖区水域内
所有运营船舶，一律登记建卡。同时，划定汛
期船舶停泊水域， 实施汛期船舶集中规范管
理，确保河道安全。目前，通过整治，全市已清
理“僵尸船”“三无船”111艘，拆解率达100%。

娄底还全面实施河道流域综合治理，对
水上餐饮、河道采砂、沿河工业生产、养殖、生
活废水排放、垃圾倾倒等开展专项整治，打造
“绿色水运”环境。通过“一河一长、一河一档、

一河一策”，实施精细化对口管理，形成常态
化巡查机制；核查登记所有入河排污口，共清
理排污口519处，基本实现市内重要水功能区
和重点排污口监管全覆盖； 开展河道采砂专
项整治，取缔、关停59艘无证采砂船和55处无
证采砂场，清除采砂尾堆1.3万立方米；实施生
活污水处理工程， 已建成城市污水处理厂6
座，日污水处理规模达到29.5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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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一河一警长”推动“三水共治”
“河警制”覆盖全市所有河道、河段，2908名“河道警长”携手“河长”护水

娄底“四个一”铁腕构建“绿色水运”
已清理“僵尸船”“三无船”111艘，拆解率100%

湖南日报7月31日讯 （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谢昱婷） 今天，2018首届中国·株
洲国际赛车文化节正式启动，并将于8月1
日， 同步拉开2018中国汽车飘移锦标赛
（CDC）株洲站大幕。比赛为期1个月，将展
开一场国家级汽车飘移赛为竞赛内容的
系列汽车文化活动。

据了解，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
关于加强中国赛车运动及其产业发展的
相关文件，株洲市政府也出台了加快发展
体育产业、 促进体育消费的实施意见。紧
随北汽工厂落户株洲，以及株洲汽博园的
建设和投入运营、F2级国际赛车场的开
工、国际卡丁车赛道及试乘试驾中心的落
成和投入使用等，株洲市具有发展赛车运
动及其产业的基础和项目支撑条件，为其

首次举办赛车文化节营造了良好环境。
此届株洲国际赛车文化节以“速度

与激情”为主题，旨在立足株洲、放眼湖
南， 为车迷带来一场可以在身边就可以
参与、可以感受的赛车盛宴。赛车文化节
将围绕汽车文化展示、汽车运动竞技、汽
车产业开发等3个方面陆续推出一系列
主题活动，其中，赛车城市巡游路演、中
国汽车飘移锦标赛（CDC）举办、汽车音
乐派对等板块， 共同组成一场丰富多彩
的赛车嘉年华。

中国汽车飘移锦标赛（CDC）是中国
国家级汽车飘移赛事，自2013年开始正式
举办至今， 已为全国数十个城市的赛车
迷，带去了中国顶级飘移车手们同场竞技
的极具冲击力的飘移现场感受。

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董劲

7月31日上午， 回想起两天前的那起
生死救援，长沙市天心区交警大队分控中
心辅警叶果还心有余悸：“真是一场与生
命的赛跑。”

原来，7月29日10时52分，该中心接到
报警称：新开铺街道金石蓉园，一台长沙
牌照的蓝色长安铃木小车连撞数台车后
逃逸。

报案人说， 这个驾驶员有些“怪怪
的”，且小车里有正在燃烧的炭盆，怀疑司
机可能想轻生。“必须迅速提供路面视频
监控支持， 马上查找车
辆行驶轨迹。”分控中心
负责视频巡查的辅警叶
果当即决定， 一定要想
尽办法找到这个司机，
确保他的安全。

10时57分， 警方通
过视频发现， 肇事小车
在由东往西行驶至新韶
路书香路口后， 掉头往
东而去。与此同时，车辆
轨迹中断。

叶果发现， 小车消
失的路段，正好有一个
小区和一处工地在交
通监控盲区里。11时55
分，交警赶到该小区停
车场入口保安亭，叶果
和交警迅速调取了小
区入口监控视频，果然
发现，就在上午事故发
生后不久，一台蓝色小
车驶入小区地下停车
场。 了解到事情原委

后，物业保安经理带着保安人员，与交警
一起，“兵分三路” 对整个地下停车场进
行搜查。12时40分， 搜救人员在地下停
车场内一个隐秘角落处发现了这台蓝色
小车。此时，车内散发出烧焦的味道。驾
驶员在车内已不省人事， 紧挨炭盆的车
辆后座处已经出现起火迹象。 如果继续
燃烧，后果不堪设想。

男子的母亲介绍， 儿子在外贷款做
生意， 结果失败了， 压力很大。7月28日
晚饭后，儿子提出到外面走走后，彻夜未
归。这次儿子获救，她向所有好心人表示
深深的感谢。

湖南日报记者 徐荣 见习记者 肖畅
通讯员 李文琼

一碟剁辣椒、一瓶霉豆腐、一小碗蔬菜，再
配点白米饭， 就是两个人的饭菜。7月28日，湘
乡市88岁的老党员毛继武和他的老伴像往常
一样，吃得很香甜。

“我们赶在建军91周年前夕，完成了积存
在心中的愿望。你说，能不高兴么?”毛继武边
说着，边利索地夹起几根空心菜，放在老伴王
荷萱的碗里。两人相视一笑，又大口吃起饭来。

原来，经过湘乡市人武部牵线搭桥，毛继
武终于将积攒了一辈子的20万元交给了湘乡
市民政局，再由湘乡市民政局将这份沉甸甸的
爱心转达给中国海军湘潭舰的全体官兵。

“能为国防事业尽点力，这是我一生中最
大的愿望!”毛继武反复说着，眼神坚定。

“我们曾经邀请毛老去湘潭舰上看看，亲
手将这份心意交给官兵们，但老人一口就回绝
了。”湘乡市人武部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那不是去捐钱，那是去搞旅游，去出风
头。其实，你们来采访，我都不欢迎。这又不是
什么大事， 哪个中华儿女不希望祖国强大，你
说是不?”毛继武反问道。

20万元，是这位耄耋老人一生的积蓄。
1930年， 毛继武出生在长沙县一个贫困

家庭，父亲是一名地下党员。年幼的毛继武见
证了侵华日军对乡亲们犯下的种种罪行。“当
时就有当兵保家卫国的想法，无奈年纪太小。”
毛继武说，正是那段烽火岁月，让他铭记了“国
无防不立，民无兵不安”的道理。

“‘强军梦’的号角一吹响，我心里就痒痒
的，总想着要为‘强军梦’做点什么。”毛继武
说。

在与老伴、 子女们商量后，2015年底，80
多岁的毛继武拿着15万元的存单来到湘乡市
人武部，表示要捐给国家建航母或舰艇。由于
没有先例，市人武部只得多方联系，为其寻找
捐赠途径。今年年中，终于传来好消息，已经顺
利联系到了中国海军湘潭舰。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乐得像个孩子!
他还说，要在原来的基础上多捐5万元。”王荷
萱告诉记者。

捐钱这般“大方”， 毛老对待自己却十分
“抠门”。至今，他和老伴仍住在20多年前购置
的面积仅70平方米的老房子里。 家中的电器
都已经有些年头了， 老人却一直不舍得换。两
老的卧室里，床的周围，是一个老式柜子、一张
简易书桌、一条竹凳、一台“天仙牌”台扇，没有
空调。

“每天粗茶淡饭，从来不舍得吃大鱼大肉，
即使过年过节也这样。” 经常照顾两位老人的
朱爱莲说。

如今，两位老人年事已高，病痛也是常有
的事。记者见到毛继武时，他的手臂上还缠着
留置针头。老人说，这是刚做完手术留下的，老
伴王荷萱也患有糖尿病。

“为什么二老不留着钱改善一下生活呢?”
记者问。

毛继武摆摆手：“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况且现在每个月还能领到退休金。 省一省，能
过日子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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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首届中国·株洲
国际赛车文化节启动

湖南日报7月31日讯（记者 王晗 通讯
员 范良）“我承诺，忠于职守，廉洁自律，全
力推进项目建设……”近日，湖南湘江新区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湘江清风”廉洁文化进
项目示范点活动， 在长沙梅溪湖综合管廊
项目启动，聘请了6名廉洁监督员，项目管
理方、 建设方代表约20人递交了廉洁从业
承诺书。

梅溪湖综合管廊项目是全国首批地
下城市综合管廊试点项目之一，总投资约
10.6亿元。走进该项目建设现场，廉洁标
语、口号、漫画等处处可见，清风讲堂、廉

洁书架等一应俱全。该项目部还创新性地
将清风讲堂与农民工夜校相结合，通过党
支部组织学习、支部书记讲党课、农民工
夜校培训等， 不断强化党风廉洁教育，保
证项目工作和谐开展。

据悉，“湘江清风”是湘江集团着力打造
的一个廉洁文化品牌，通过精准监督、精准
执纪，解决集团项目多、环节多、监管难度大
等问题。近年来，该集团着力防治工程建设
领域腐败，去年推出“党徽闪耀·项目堡垒”
建设工作，今年升级推出“湘江清风”，下一
步将推动示范点创建项目全覆盖。

湘江集团示范推动廉洁文化进项目

湖南日报7月31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曾翔 陈保文）7月26日，永兴县房
产部门负责人介绍，该县今年第一批公租
房、廉租房，通过公开摇号分配，共有1257
户低收入家庭喜获新居。

该县今年第一批公租房、 廉租房，分
布在县城区的沁园小区和城南新区。为确
保把有限的住房保障资源，公平、公正地
惠及刚需家庭，所有参与摇号入围的低收
入家庭，均严格通过社区、乡镇、县直部门
“三级”审核和公示，层层把关、层层筛选。

现场摇号分房， 全程接受纪检监察部门、
社区代表的监督。 摇号分配到位后，1257
户低收入家庭今年底之前将全部入住。

近年来， 永兴县在中低收入家庭的
住房保障问题上，积极采取措施，优先安
排保障资金， 有效解决一大批低收入家
庭的住房困难。同时，该县抓好配套设施
建设， 在保障好中低收入家庭住房的基
础上，解决他们搬迁入住后子女入学、就
医及就业等问题， 让搬迁后的老百姓无
后顾之忧。

永兴1257户低收入家庭喜获新居
年底之前将全部入住

108分钟生死救援

� � � �湘乡市88岁老党员毛继武， 将勤俭一生积攒的20万元
捐给中国海军湘潭舰———

“总想着要为‘强军梦’做点什么”

老百姓的故事

湖南日报7月31日讯 （记者 王晗 通
讯员 刘彬）今天，长沙市公安局执法监管
中心正式揭牌，标志着该市公安机关执法
规范化建设进一步提档升级。

为切实解决报案不接、 接案后不受
案不立案、 违法受案立案等突出问题，
该局建设了市局、分区县（市）局、派出
所三级受立案管理室， 统一归口管理受
立案工作。全面实现110接报警电话、现

场处置的执法记录视音频等电子数据、
视频资料自动导入执法办案系统， 实现
警务信息全要素记载、 办案流程整合贯
通，执法过程可溯式管理，力争“不遗一
警、不漏一案”。

同时，强力推进案件办理“统一入口、
统一审核、统一出口”工作机制。今年1至7
月，批捕率同比上升50.82%，移诉率同比
上升64.35%。

力争“不遗一警、不漏一案”
长沙公安机关全面推动执法规范化建设提档升级

新闻集装

城步：
老山界被列为“爱教基地”

湖南日报7月31日讯（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阳望春）今天，记者从城步苗族
自治县委宣传部获悉，该县红色旅游景
点老山界被列为邵阳市第4批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之一。老山界地处湘桂边界越
城岭山脉，是当年红军长征中所过的第
一座“难走的高山”，因陆定一散文《老
山界》而闻名天下。2002年10月，城步
将老山界列为青少年革命传统教育基
地，将陆定一手迹“老山界”拓刻于大理
石纪念碑上。为方便游人攀登，又按照
当年红军经过路线开辟出一条游道，取
名“红军路”。2003年7月，老山界被定为
邵阳市文物保护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