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8月27日讯（记者 王晴 通
讯员 熊兵）“以后我们附近就有优质的
中医医疗服务， 再也不需要跑到20几公
里外的岳阳市去看中医了。”居民老李高
兴地说。8月27日，岳阳市君山区2018年
实事之一的君山区中医院改扩建项目正
在紧张施工。

据了解，该医院基础设施陈旧，设备
老化。住院楼建于1971年，病房简陋，环
境恶劣，年久失修，漏雨严重，大多设备
因受潮而生锈损坏，墙体多处撕裂，属于
危楼。为改善周边30多万群众就医环境，
君山区委、 区政府把中医院改扩建项目
列为该区2018年重要民生实事。 该项目
总投资额6600万元，分二期进行。目前，
一期住院楼和医技楼已开工建设， 投资
金额为3300万元，建设床位240张，将于
2019年8月建成一座集医疗保健、 科研
教学、 优美环境为一体的现代化二级医
院，切实缓解该区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
问题。

湖南日报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谢定局 肖高平

8月25日上午， 洞口县高沙镇温塘
村贫困户杨守华的罗汉果基地里一片忙
碌， 村党支部书记简金仁带领党员先锋
队，正抓紧有利天气给罗汉果传花授粉。
目前，罗汉果长势很好。看着网架上挂满
了绿色果实，杨守华开心地笑了。

温塘村系省级贫困村， 有贫困户
159户504人。到去年底，已有70户236人
脱了贫。

为加快脱贫步伐，近年来，温塘村积
极探索“党建+”模式，由村党支部牵头
成立罗汉果、雪峰蜜橘、优质稻、生态渔
业4个特色产业专业合作社，党员带头学
技术，帮扶贫困户参与产业建设。

目前，温塘村4大特色产业种植面积
达3000余亩， 参与种植的贫困户有116
户。合作社以“公司+合作社+农户”的利
益联结机制，吸纳贫困户以“土地+劳动
力”入股，实行统一管理、保底收购，确保
农户稳定获益。同时，探索“党建+互联
网”，以温塘村电商扶贫站为平台，推行

“党组织+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引进
电商“湖南农家好伙计”，提供“工业品下
乡”“农产品进城”等服务，免费为贫困户进
行技术指导，还为贫困户提供就业岗位，实
现党建和脱贫“双推进”。

“脱贫攻坚主战场，党员是中坚力量。”
简金仁介绍，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温塘村积
极开展党员“三亮两带”活动，增强党员身
份意识，形成良好示范带动效应。村党支部
引导每位有帮带能力的党员至少结对帮扶
1户贫困户，实现党员带头致富、带领致富。

如今， 温塘村15名党员致富带头人共
创办领办专业合作社2个、民营企业2个，创
办种养场7个、特色苗木基地1个，辐射带动
贫困户70余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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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8月27日讯 (记者 周勇军
鲁融冰 通讯员 方皓 戴艳红 ) 记者近
日在桃源县青林乡青林村看到，村民生
活污水都通过管道流入屋后的收集池，
经沉淀、厌氧发酵、植物渗滤等多道工
序处理后排入指定区域，以往屋前屋后
污水横流的情形不见了。这是桃源县开
展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试点取得的
成效。

2016年，国家启动农业环境突出问
题专项治理， 桃源被列为试点县之一。
桃源县试点项目区覆盖青林乡6个村，
以古堤水库为起点、白洋河向沅江汇入

口为终点， 是一个基本闭合的小流域，
涉及农户1.3万多人、 农田2万多亩，污
染源主要为居民生活污水、农田施用的
农药化肥、畜禽养殖粪污等。

该县采取源头防控、过程拦截和末
端治理并举方式，推广养殖粪污回收利
用技术、健康水产养殖和循环用水技术
等，实现试点项目区农业面源污染物减
排及资源化利用。并利用沟、渠、塘径流
水网，构建生态沟渠、透水坝、梯级消纳
等过程拦截设施；在流域典型集水区内
建设大型湿地，发展无投喂水产养殖和
湿地植物资源化利用， 构建资源节约

型、环境友好型、生态保育型的可持续农
业生产模式。试点项目区现已建成生态拦
截沟3.4公里，并根据径流水网分布，在集
水区域建起了3座生物氧化塘、8座大型人
工湿地，种植绿狐尾藻、香蒲等水质净化
功能强的水生植物，梯级消纳水体中所含
氮磷。

通过实施农村居民生活清洁工程、农
田面源污染防控工程、畜禽养殖污染防治
工程、村庄地表径流净化工程、废弃物资
源化利用工程等，桃源试点项目区养殖废
弃物治理与资源化利用率达到90%，化肥
施用量减少20%以上， 流域化学需氧量、

总氮和总磷排放分别减少 70% 、60%和
60%以上，恢复了农村自然生态景观。

“按照国家规定，废水中氨氮浓度标
准为等于小于每升80毫克，桃源项目区达
到了每升20毫克。” 对于桃源试点项目区
农田废水排放治理效果，中科院亚热带农
业生态研究所研究员吴金水给予高度肯
定。

湖南日报8月27日讯（见习记者 李
永亮 通讯员 唐艳丽）日前，茶陵县查处
一起套取移民后期扶持项目资金典型案
例，县移民局局长、桃坑乡党委书记、桃
坑乡财政所所长等3人被免职， 另有32
人受到党纪或政务处分。 这是茶陵县纪
委监委在脱贫攻坚中坚持靶向执纪、精
准监督查处的一个新案子。

2015年， 茶陵县脱贫攻坚战打响
总决战， 县纪委成立了扶贫领域腐败

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工作办公室，与
县“雁过拔毛”式腐败专项整治办公室
合署办公。同时，各乡镇（街道）以及相
关职能部门也成立了相应机构。随后，
发挥信访主渠道作用等一系列有力举
措相继推出。

为发挥信访主渠道作用， 茶陵县
纪委运用现代科技手段， 畅通信访举
报途径， 要求县扶贫资金分配结果一
律公开，乡、村两级扶贫项目安排和资

金使用情况一律公告公示，县纪委“互联
网+监督”平台上“民生资金”“精准扶贫”
“村级财务” 等栏目内容得到及时更新，
群众监督热情不断增长。同时，全力提高
问题线索处置效率， 通过建立“来源多
元、分类规范、出口一致”综合处理机制，
研判处置扶贫领域问题线索。 县纪委要
求，对未办结或办理不到位的问题线索，
一律重新进行处置； 对新受理的问题线
索，统一分类研究并及时分批处理，实行

“一月一收集， 一月一交办”。 今年上半
年，共受理扶贫领域举报118件，立案66
件。

茶陵县还充分发挥巡察“利剑”作用，
把贯彻落实党中央打赢脱贫攻坚战重大决
策部署情况作为巡察重要内容， 深入发现
问题。 在扶贫领域专项巡察中， 将涉黑涉
恶、腐败、“保护伞”等问题突出的乡镇（街
道）和单位作为重点，对直接干扰脱贫攻坚
的行为露头就打。

湖南日报8月27日讯 （记者 李秉
钧）8月26日晚， 郴州城区青年大道华
宁春城路段， 施工人员连夜完成了首
条3D斑马线的施划，标志着该市首条
3D斑马线正式“上路”。

3D斑马线是用立体斑马线模拟路
障，主要起到减缓车速的作用。斑马线

刷“立体式”的黄色，是为了让汽车驾驶员
更容易看到。从2013年8月7日起，中国人
民大学在校内行车速度较快的路段施划
立体斑马线。2010年， 在浙江台州出现了
国内首条城市道路立体彩色斑马线。而3D
斑马线， 能让汽车驾驶员更容易看到。站
在郴州城区青年大道华宁春城路段3D斑

马线处，只见机动车驶过来时，都会放慢
车速，一位司机小心驶入斑马线区域后恍
然大悟，感慨道：“我还以为是路障呢！”

郴州市是全国交通管理模范城市。
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正在征求广大市民
意见， 收集市民对3D斑马线的建议，促
进全市交通进一步安全有序。

湖南日报8月27日讯 （见习记者 李夏涛 通讯员 龚
卫国 向旭）秋风习习，稻浪翻滚。8月27日，芷江侗族自治
县首届农民丰收节暨新品种“沅州贡米———玉针香”优质
稻开镰仪式，在该县三道坑镇牛皮寨村举行。当地农民带
着丰收的喜悦，挥镰收割水稻。

在牛皮寨村鼓楼边稻田里， 一穗穗饱满的稻谷将禾
秆压成优美的弓形。24名种田“老把式”分成4队，手持镰
刀站到田边，随着主持人一声“开始”，拉开了稻谷收割比
赛的序幕。“老把式”们迅速割禾、脱粒，各队队员分工协
作。田垄边、鼓楼上，此起彼伏的呐喊加油声、芦笙锣鼓声
将活动推向高潮。

高山出好水，好水育好米。三道坑镇是芷江海拔最高
的乡镇，这里生产的水稻，被沈从文在其《湘行散记》中称
为“玉腰米”。“玉针香”是水稻的一种高档特优超泰香米。
今年，芷江采取“公司+农户”的模式，在牛皮寨村试种
380亩， 共有78户农户参与种植， 亩产预计达550公斤。
“产量和普通稻差不多，但普通稻谷收购价每公斤2.4元，
‘玉针香’每公斤3.8元。”种植户田光德喜滋滋地告诉记
者，他种了10亩，可多赚7000多元钱。

在试种成功的基础上， 芷江计划明年在全县大面积
推广。

湖南日报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何云雄

养了19头大肥猪， 开了一家南货
店，种了4亩豆角、红薯，这是今年谭四仔
用残疾身躯创造的收获。

“家境刚刚好转，你女儿上幼儿园的
学费我来解决。”8月17日，江永县特色农
副产品公司董事长张四玲再次来到潇浦
镇回岗村村民谭四仔家,“像你这样身残
志不残，自立自强，不等不靠的人，应该
得到帮助!”

今年36岁的谭四仔，小时候患小儿
麻痹症，落下残疾；妻子义美兰，因脑膜
炎后遗症，语言、肢体行动都有障碍。5年
前，两人结婚时，家里一无所有，住在一

间由猪栏改造的旧房里。不久，家里又添
了两个孩子。

“出去打工没人要，只有在家种些西
瓜、 红薯之类的农作物， 生活过得紧巴
巴。” 谭四仔说。

2016年南瓜滞销，市场零售价每公
斤0.4元。 谭四仔眼看自己的6000多公
斤南瓜即将烂掉， 急得想哭。 得知情况
后， 张四玲按市场价将谭四仔的南瓜全
部收购。

“不要灰心，只要肯干，有困难咱
们一起克服。”2017年刚开春， 张四玲
主动找谭四仔商量 ,“我们公司免费给
你提供蔬菜种子， 派农技人员指导种
植，签订收购合同，不限量保价收购。”

当年，谭四仔种出来的豆角、红薯不仅产
量高，由于销路、价格有保障，谭四仔一
举脱贫。

渡过了难关，谭四仔的致富信心倍增。
今年正月， 谭四仔主动到公司回收食堂的
剩菜剩饭，用于养猪，张四玲表态长期免费
提供。

半年多过去，谭四仔算了一笔账：他养
的19头猪按市场价能卖3万多元，上半年2
亩春季豆角已收入6000多元。 秋季红薯、
豆角也即将赢来好收成。妻子在家带孩子，
经营南货店也能有些收入。

家境日益改善，一双活泼、可爱的儿女
健康成长， 谭四仔与妻子脸上愁云一扫而
光，洋溢在脸上的是满满的幸福感。

8月26日晚，郴州市青年大道华宁春城路段，3D斑马线格外醒目。 通讯员 摄

一对残疾夫妻的幸福转身

精准监督护航脱贫攻坚决战茶陵

多措并举治理农业面源污染桃源

湘阴为大班额“减肥”
湖南日报8月27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汪令维

徐敏）“听说原来一个班有七八十个学生， 不知学校今年
怎么安排？”8月27日，湘阴县文星镇长岭社区居民李女士
带着疑惑，为儿子上学的事前来长岭学校“踩点”。“今年
学校为大班额‘减肥’，小学一年级招生不超过45人，初中
七年级不超过55人。”值班老师张仁科的解答，让李女士
拍手叫好。

据了解，过去文星镇的12所义务教育学校367个班级
中，超大班额有34个，大班额达155个，占城区总班额的
52%。为缓解大班额压力，湘阴在文星镇先行推进改革，
将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化解大班额列入“十大民生工程”之
一，计划全县中小学校在3年内逐步消除大班额。

今年来，该县出台《湘阴县义务教育学校划片招生工
作实施办法》等文件，规范招生管理，划定招生红线，对学
位情况实施动态监控，运用网格化平台进行信息比对，加
大入学对象类别初审，确定录取资质，从源头上遏制“择
校”带来的大班额问题。同时加强监督管理，落实“阳光招
生”，严肃查处超计划招生，全程接受社会监督，确保招生
政策、招生资格、招生计划、录取信息公开。文星镇湘江、
高岭、长岭、黄金、琪瑞等学校通过腾退、改扩建等措施，
新增24个教学班，新增1320个学位。

芷江举办首届
农民丰收节

“沅州贡米———玉针香”开镰收割

湖南日报8月27日讯(记者 邹仪 通讯员 陈斌 胡纯
亮 陶真)“今秋开学，我们学校将不再有66人以上的大班
了!”金秋开学在即，永州市零陵区传来喜讯，该区新学期
将新增学位9100个，66人以上超大班额基本消除。

为了破解大班额， 永州市零陵区今年将学位建设作
为民生实事一号工程，突出问题导向，高位推动，强力推
进城区学位建设，加速打造“学在零陵”品牌。

该区深入推进城区学位建设三年攻坚行动计划，学
位建设实现“大提速”。针对大班额等问题，采取盘活一
批、竣工一批、新建一批、配套一批、提质一批等方式，多
渠道增加学位。出台《零陵区集中突破城区学位建设实施
方案(2018—2019年)》《零陵区关于消除义务教育大班额
工作实施方案》等，多方整合财政、社会投资和项目专项
资金投入学位建设， 区教育局每个项目配备一名班子成
员、一名校长、一名联络员，明确校长为第一责任人，限期
解决学位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严格落实“一周一调度、一
月一督查、一季度一考评、全年结总账”的工作机制，对项
目建设进行跟踪督查、督办。

截至8月底，零陵区今年的12个学位建设项目已全部
开工，4所学校竣工，完成投资5亿多元。共增加城区学位
9100个，其中社会投资新建君诚桃江小学新增1800个小
学学位，君诚接履桥中学增加1200个初中学位。今年秋
季开学零陵区将基本消除66人以上超大班额。

零陵新增学位9100个
基本消除超大班额

湖南日报8月27日讯（通讯员 释道
铭 记者 严万达） 永州未来将增一张城
市新名片， 由永州全航通飞机工业有限
公司与美国乔治海茵茨飞机制造有限公
司合作打造的“潇湘飞翔梦想小镇”，不
久将落户永州。

据了解，“潇湘飞翔梦想小镇” 将打
造6个功能区、服务区，即通航服务区、航
空制造区、通航游乐区、商务服务区、航
空生活区和航空物流区， 是涵盖了产、
学、研、游、住一体化的航空主题特色小
镇。

该项目总投资45亿元人民币， 占地
面积5000亩，可安排就业2万余人，上缴
财税过亿元， 将带动永州相关配套产业
发展和产业升级。

永州打造
飞翔梦想小镇

湖南日报8月27日讯 （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罗玉霞）8月26日晚上， 记者漫步
郴州市北湖区东风路，街上没有往日夜宵
店呛人的油烟味，交通也变得井然有序。

东风路夜市由来已久， 以前这条街
上分布着大小夜宵店28家。 其中，20家
安装了净化设备， 但因清洗、 保养不及
时，油烟处理效果差；另外8家未安装油
烟净化设备，油烟低空直排。去年5月，接
到中央环保督察组交办件后， 北湖区组
织城管、公安、环保等部门进行整治。对
有转型意愿的夜宵店进行引导， 对不愿
转型的夜宵店严格督促安装油烟净化
器、截油机等，并及时清洗、保养。

经一年多整治，目前，北湖区东风
路有23家夜宵店转型为美容店、 服装
店、养生馆，其余5家经过整改已达到
环保要求。

北湖区整治
高污染夜宵店

君山区中医院
投资改扩建

温塘村：“党建+”引领贫困户脱贫

模拟路障 减缓车速

郴州首条3D斑马线“上路”

奖级 中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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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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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728 1040 75712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2055 173 355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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