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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5日讯 （记者 肖军
通讯员 李仕伟 李青松 瞿云）“多亏县里
下派的村第一书记戴育南带着我们建水
果基地、养蜂，办村集体经济，我们脱贫致
富才有了盼头。”12月3日， 沅陵县马底驿
乡学堂湾村贫困户舒贵先脸上笑开了花。
自去年参加村里的养蜂培训班后，他就开
始养蜂，今年蜂蜜收入上万元。

脱贫需要带头指路人， 沅陵县明确
了县、乡、村3个层面的责任主体，成立专
门的办公室和行动组， 选派了153名驻

村第一书记、233个帮扶工作指导组、
7155名干部到脱贫一线。同时，该县为
每个贫困村选派了1名科技特派员，建立
了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基地，培养3000余
名农村实用技术带头人。

近年来，沅陵县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
用，坚持工作向脱贫攻坚聚焦、资源向脱
贫攻坚聚集、力量向脱贫攻坚聚合，让党
建“活力”成为脱贫动力。该县投入3060万
元，为每个贫困村安排20万元，作为引导
发展村集体经济的资金，通过投入产业开

发，全县集体经济“空壳村”今年全部清零。
今年起为每个村额外安排绩效奖励资金，为
村“两委”干部购买意外伤害保险，试点推行
村干部养老保险制度，村支“两委”干部脱贫
攻坚干劲更足。

扶贫车间是沅陵县探索抓党建促脱贫
时认准的扶贫新路子。目前，沅陵县村企共
建扶贫车间41个， 其中党员领办23个，吸
纳就业2000余人，1000余名贫困群众在家
门口实现就业脱贫。 针对外出务工人员多
的实际，该县设立了11个流动党支部，发挥

流动党建、劳务服务、招商引资“三位一体”
的作用， 组织流动党员为外出务工人员开
展维权、帮困、就业指导等服务。通过党员
提供信息、牵线搭桥，为县里近万名贫困群
众实现异地就业。

湖南日报12月5日讯（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唐春晖 刘魁春 戴军）12月2日
正午， 衡阳县城西渡镇壕塘社区居民刘
新军，拧开自来水龙头，洗菜、淘米，准备
做午饭。“这两年县里实施‘饮水缸’保护
工程，蒸水河水质彻底改善了，居民喝到
口里，甜在心里。”刘新军高兴地说。

衡阳县城建成区面积15.6平方公
里，蒸水河绕城而过，13万居民的生活生
产用水均取自于这条母亲河。前几年，县
城周边有工业和生活排污口13个，每年

都有大量废水直排蒸水河， 造成县城饮
用水水源水质越来越差。

近年来， 衡阳县着力开展县城蒸水
河饮用水水源保护专项整治， 全面取
缔饮用水水源排污口， 严禁生产生活
废水直排蒸水河。对原县氮肥厂、康康
消毒中心等 13个排污口进行分类处
置，依法关闭原县氮肥厂。将康康消毒
中心搬迁至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之外，
关闭搬迁县城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上游
7个乡镇养殖场70余个，取缔河道采砂

洗砂场点10余个。
同时 ,加强硬件设施建设，保护县城

居民饮水安全。 县财政投入300余万元，
流转菜场176亩建设饮用水水源涵养地。
建立防护隔离网4467米， 防范人畜进入
饮用水源一、二级保护区。在县城饮用水
水源一级保护区S315大桥两侧， 建设应
急导流槽880余米、应急池250平方米，防
范因交通事故导致饮用水水源污染。该
县还组建饮用水水源保护日常巡查督查
组，对台源河坝、西渡河坝之间15公里长

的水域及陆域开展立体式巡查督查，彻
底杜绝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游泳、钓鱼、网
鱼、电鱼、非法排污等现象，以及相关部
门的不作为行为。

衡阳县县长孙鹏伟说， 通过对饮用水
水源保护专项整治， 蒸水流域水质彻底改
善。 县城饮用水水源水质已达到Ⅱ类水质
标准， 经过深度处理的自来水达到直饮水
标准。 县城饮用水水源防护与示范建设的
做法， 被省生态环境厅作为县城饮用水水
源整治典范推荐到国家生态环境部。

湖南日报12月5日讯(见习记者 苟立锋)今日，常德市
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召开新闻发布会称， 经过一年多的
努力， 常德市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连续达到100%，
资源化利用率超过40%� ，初步实现城乡垃圾一体化处置。

去年8月以来，常德市对辖区内239个农村垃圾堆放点
实施了全面整改，现已建成127个垃圾中转站，基本实现所
有乡镇全覆盖，预计2020年前，中转站数量将突破200个。

常德市的垃圾无害化处理主要以焚烧发电为主，截
至目前，该市共有3座垃圾焚烧发电厂，可处理50%以上
的城乡生活垃圾。预计到2019年年底，通过现有垃圾焚
烧发电厂的扩建增容，以及新建两座垃圾焚烧发电厂，常
德市垃圾焚烧发电厂年垃圾处理能力将达160万吨，远
远超过城乡垃圾年产量。

同时，为减少垃圾填埋对周边环境的污染，常德市陆
续对辖区生活垃圾填埋场的实施有计划地提标改造和存
量治理。

12月4日，长沙县法治文化主题公园建成开园，并举办了长沙县2018年“12·4”国家宪法日宣传活动。公园位于长沙县星沙大道
与金茂路交会处西北角，占地面积约8000平方米，园内以“明德崇法、美丽星沙、法治护航、圆梦中国”为主题，设置了宪法核心区、法
治溯源区、法律普及区三大区域，让市民在游玩、休憩与锻炼中潜移默化地受到法治熏陶和教育。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谭丽娟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12月5日讯 （记者 蒋睿
通讯员 曾晓蓉 王令 ）“要做好基层工
作， 就必须保有一颗热心”“学习让我
拓宽了知识面，提升了判断力……”日
前， 湘潭市雨湖区青年夜校第十一期
课堂结束后，学员们畅谈学习体会。

今年4月， 雨湖区委面向全区近5
年新进青年干部开设青年夜校， 每月
固定两次集中学习。 开班7个月以来，
青年夜校共吸引了2000多名年轻干
部参与。 该校始终坚持学用相适的原
则， 所有课程主题都是结合雨湖区当
前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而编制， 通过领
导辅学、专家讲学、企业代表述学、学
员交流等多种方式开展。同时，青年夜
校还开辟了线上交流渠道， 学员们在
线上微信群不仅按期开展“青年大学
习”，还可以及时沟通交流，分享好文
感悟等。

“几期下来，收获颇丰。除了与工作
息息相关的各类专业知识， 还教会了我
们如何更好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去学习、
提升。”夜校学员、广场街道青年干部刘
鑫也表示， 夜校为自己搭建了一个很好
的学习平台， 将努力成长为一名学习型
干部。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李贵

“你血压蛮高啦，属于高血压危险状
态。 替米沙坦和氨氯地平片两种药一起
用， 降压效果会好些。”12月3日上午10
时， 在郴州市苏仙区栖凤渡镇新庄村卫
生室里，70岁的村医李保忠正忙着给80
多岁的罗美祝看病，他一边给病人开药，
一边叮嘱其饮食注意事项。

开门2个多小时来， 李保忠已接诊
10多位病人。

1965年，初中毕业的李保忠被选入
县农村卫校学习，3年后回村当起“赤脚
医生”，这一干就是50多年。村医的工作
繁杂琐碎。建立健康档案、发放健康宣传
册、通知孕妇建册、慢病管理……仅400
多位慢病管理对象， 李保忠每年入户随

访要跑上2000多次。
新庄村是栖凤渡最大的行政村，

有19个村民小组2200多人。 村民居住
分散， 最远的地方走路要1个半小时。
“李保忠是村里唯一的医生，村民有病
全靠他出诊， 随喊随到。”78岁的村民
李大宝说，因为出诊时间长，次数多，
他成了村民们的“活病历”。谁患过什
么病， 谁吃什么药过敏， 谁是什么脾
气，他都了然于心。

李大宝介绍， 他8年前因为胸梗
导致瘫痪。因为家庭条件不好，没有到
大医院住院， 一直是李保忠上门给他
打针、配药和按摩。经过几年的治疗，
现在可以扶着椅子慢慢挪动。“李医生
人非常好，自己腿脚行动不是很方便，
却坚持每隔2天来给我看病， 收费很

少，而且不嫌弃我们老人家脏。”李大宝
说。

担任村医这么多年， 李保忠总是把村
民的病情放在首位。无论寒来暑往、白昼黑
夜，接到病人的电话，拎起药箱即刻出发，
已是李保忠的工作常态。

2014年，李保忠因为身患脑梗中度偏
瘫，举步维艰，按理本应在家养病，但想到
村民的身体健康， 公共卫生服务工作的繁
重，他以蹒跚的步伐行走在乡间。村民们也
都很体谅他，尽量到村卫生室看病，让老村
医少跑路。但遇上行动不便的老人，李保忠
还是坚持上门。

虽然已是古稀之年，但李保忠觉得，既
然自己选择了从医，就要“活到老医到老”。
他说：“一个医生要有人道主义和医德。病
人需要我们，我就要坚持。”

法治文化主题公园开园

雨湖区青年夜校
为年轻干部“补钙”

李保忠：担任村医50余载不停歇老百姓的故事

常德城乡垃圾
初步实现一体化处置

湖南日报12月5日讯 （记者 谢璐 通讯员 朱丹）今
天，新一代半导体产业链项目整体布局中的核心“科创中
心”签约落户长沙市望城区，省会推进新一代半导体产业
链建设工作又迈进一大步。

2017年，山东天岳晶体材料有限公司会同新一代半
导体产业链关联企业联合落地长沙， 启动新一代半导体
产业链项目。其中，材料中心已落户浏阳经开区，应用及
智造中心已落户望城经开区。

这次落户的科创中心囊括总部基地、研究院等，主要负
责创新与研发，是整个项目的“大脑”，为各条产业链发展提
供原动力，用地222.96亩，建筑面积约14.9万平方米。预计科
创中心与应用及智造中心首阶段共投资约100亿元。

该项目计划经过5到10年持续建设发展，将长沙建成世
界级新一代半导体材料技术及产业发展中心，逐步成为新一
代半导体材料产业集群核心地带，着力打造千亿产业链。

长沙加快发展新一代半导体产业
“科创中心”签约落户望城

湖南日报12月5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林思
文）今天，平江县林业科技推广站工作人员对新采集的土
样进行检测，帮助林农解决其林地“种什么”和“怎么种”
的问题。据悉，平江县近年来实施林地测土配方工程，已
累计完成林地测土配方造林26.5万亩。

2009年，平江县启动林地测土配方，将其应用在“三
边”造林、长防林工程造林、退耕还林工程项目造林和油
茶造林方面。他们投资30多万元，建立了区域林地土壤
化验站， 专门从县林业科技推广站和县林科所抽调技术
人员，对全县所有林地进行土壤检测，并将土壤养分含量
数据统一输入全省林地测土配方信息系统。

如今， 林农只要点击湖南省林业信息网林地测土配
方信息系统，输入自己的身份证号码或林权证号码，足不
出户就能搜索到自家的山林地，以及林地海拔、土壤有机
质、氮磷钾、酸碱度等各项数据指标。

据了解，平江县依托林地测土配方成果指导生产，施
以配方肥，自2010年以来新造的6.8万亩油茶长势明显好
于以往，成活率由原来的78.6%提高到了94.5%，挂果率
提高了35%。

平江科学营林26万余亩

党建“活力”成为脱贫动力
村企共建扶贫车间41个，党员领办达23个

沅陵

专项整治 保护饮水安全
衡阳县蒸水河水质彻底改善

衡阳

湖南日报记者 邢玲
通讯员 袁世谦 仇建华

日前，一场题为“情系葡萄村·共筑
幸福梦”的精准扶贫汇报会，在安化县乐
安镇葡萄村新修整的操场上演， 人们通
过快乐的歌声和欢快的舞蹈演绎着葡萄
村的新变化。

葡萄村是一个典型的山区贫困村，
2014年全村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36户
505人。“近两年变化很大，村子美了，底子

也厚了，有95户359人脱贫。目前全村只剩
6户18人未脱贫， 贫困发生率仅0.8%。”在
村党支部书记刘朋辉看来，这些离不开安
化县教育和体育局的对口帮扶。

2017年4月， 安化县教体局与葡萄
村“牵手”，带来了140余万元“见面礼”，
并和村支两委整合各类扶贫资金， 用于
葡萄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很快，
葡萄村便“容光焕发”：农网改造升级了，
窄路加宽了，公路硬化了，渠道翻修了，
村部修整一新……

今年3月，安化县教体局局长刘唐业和
各结对帮扶责任人一趟趟进村入户， 找优
势、寻突破：由村主任谢超美牵头，成立安
化县超美种养专业合作社，将全村60多户
建档立卡贫困户及430户非贫困户组织起
来，种植优势经济作物红皮小籽花生、玉竹
等。这一计划迅速付诸实施，几个月下来收
益明显： 今年全村仅销售花生就达3万公
斤，户均增收1000余元。

演出现场， 多位从葡萄村走出去的老
板应邀参加活动。 江苏丹阳嘉源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负责人现场捐资8万元，并将和
深圳俏九州饮食有限公司一道， 与葡萄村
结对，拓宽葡萄村农产品销售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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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5日讯（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周健）今天,记者从衡阳市有关
部门获悉， 衡阳大浦通用机场已完成
总工程量85%， 预计明年3月竣工，年
中通航。 记者在衡阳大浦通用机场项
目现场看到，跑道、停机坪、机库、航管
综合楼等主体工程均已完工。

衡阳市委主要负责人表示， 要把
大浦通用航空机场作为衡阳通用航空
产业发展的“一号工程”来推进，打造
全省示范、 全国一流的通用航空产业
基地。

衡阳大浦通用机场占地面积660
亩，总投资1.5亿元。按照二类通用机场
标准规则进行规划设计， 于2016年12
月开工建设。目前，停机坪、跑道已硬
化，边坡、挡土墙已基本完成，航管综
合楼、供电供水站、机库等房建工程内
外装修装饰工程基本完成， 场道排水
沟、巡场路、围界工程正在推进。

据悉， 大浦通用机场将建立通用
飞机展示中心， 引进各式各样的私人
飞机， 市民可根据自己的喜好“下订
单”。同时，机场还将提供飞机托管服
务，开展飞机出租、飞行驾照培训等业
务，形成飞行培训、空中支援、航拍航
测等空中作业的产业集群， 开拓通用
航空与农业、 商业和旅游业相结合发
展的新模式。届时，水上滑翔机、滑水
等项目， 将相继落地大浦临时起降场
周围。机场建成后，平均月起降飞机将
达737架次。

衡阳大浦通用机场
总工程量完成85%
预计明年3月竣工，年中通航

葡萄村葡萄甜

湖南日报12月5日讯(李曼斯 戴姣)远处山峦青翠、
苗木喜人，眼前阡陌交通、道路平整。日前，记者来到宁乡
市道林大道，看到一片清爽风光。今年以来，宁乡市道林
镇将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列为“头等大事”，通过划定
网格化管理责任区，开设红黄榜，搭建比武台，提升全域
城乡“颜值”。

道林镇自开展城乡管理红黄榜活动以来， 通过月月
评比，月月出榜，让先进村有甜头，后进村有压力，形成了
比学赶超、创先争优的浓厚氛围。

今年以来，道林镇坚持铁腕整治城乡环境顽疾，共拆
除违章建筑23处，成功取缔非法经营场地10处。继去年
靳江两岸1000米范围规模养殖场户清零后，今年又完成
禁养区20户规模退养任务。首批试点村靳水、华鑫市、龙
泉湖村垃圾分类分拣中心已投入使用。 同时加大“空心
房”整治力度，一个月拆除空心房210余栋。有效遏制非
法开采，群众举报、村级监管、快速打击的效果日益彰显。

宁乡道林搭建“比武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