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湖南日报12月25日讯 （记者 谢璐
通讯员 高亮） 今天， 记者从长益高速
（望城段） 扩容工程建设协调指挥部获
悉，经400多天紧张施工，乌山隧道左洞
顺利贯通，为项目在2019年底实现全线
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乌山隧道是长益高速扩容重要控
制性工程，由邵阳路桥承建。 该隧道为

双洞单向三车道，左洞长805米，右洞长
825米，单洞开挖宽度18.42米，是长益
高速扩容工程中唯一一座隧道，也是目
前我省在建高速公路断面最宽隧道。

据施工人员介绍，乌山隧道左洞于
去年9月18日开始进洞施工， 为加快工
程进度， 有关方面及时调整施工计划，
加大人员、设备投入，采取双洞同时由

两端向中间掘进的方式开挖，并要求施
工班组根据实际情况实行24小时不间
断作业。 隧道左洞贯通后，将打通隧道
出口端与进口端运梁通道，为扩容工程
后续架梁施工创造了良好条件。 隧道右
洞于去年11月开始进洞施工，目前已掘
进600多米，预计明年3月可实现贯通。

长益高速扩容工程起于长沙市望
城区，途经宁乡市，止于益阳市赫山区
苏家坝互通，对接益阳绕城高速和长益
高速，全长50.284公里，为双向6车道高
速公路，设计时速120公里。

� � � �湖南日报12月25日讯 (见习记者 肖
霄 通讯员 阳望春)12月25日， 湖南南山
国家公园智库专家聘任仪式暨总体规划
专家评审会在长沙举行，中科院战略咨询
研究院副院长王毅、中科院地理资源研究
所原所长刘纪远等25位专家学者受聘为

湖南南山国家公园智库专家。
据了解，南山国家公园智库专家团队

由国内林业、生态、环保、地质、规划等方
面的专家组成。专家智库的成立将有力促
进公园科学、规范发展，加快推进国家公
园体制试点工作。专家们将参与南山国家

公园建设发展规划及重大项目评估，还将
定期不定期参加专题会议和讲座，为公园
发展把脉问诊、建言献策。

当天还举行了《南山国家公园总体
规划(2018-2025年)》草案专家评审会。
今年5月20日，该规划草案获审议通过，
其后期编制修订由省林勘院牵头负责。
会上，专家们对规划草案进一步完善提
出了意见和建议。

� � � � 湖南日报12月25日讯 （记者 颜石
敦 通讯员 彭广业 杨庆）12月25日，桂
阳县纪委监委在洋市镇政府举行危房
改造违纪款退还大会，现场向邓华清等

5名群众退还资金2.4万元。
今年7月， 桂阳县纪委监委收到信访

件，反映洋市镇石兰村党支部原书记邓某
某等人截留危房改造奖补资金，立即转交

洋市镇纪委办理。镇纪委迅速启动核查机
制，对问题线索进行调查核实。经查，2012
年，时任石兰村党支部书记邓某某与村委
会主任、村会计、村综治主任等人，将村民
邓华清等5人的危房改造奖补资金截留2.4
万元，用于村内公益事业。 邓某某对此事
负有主要责任， 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其余3人分别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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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12月25日讯 （记者 徐亚平
见习记者 张璇 通讯员 易正南） 今天，记
者走进岳阳县新开镇胜天采石场， 看到原
先裸露且犬牙交错的石头基本被绿草遮
盖，地形平整而美观。岳阳市国土资源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 该矿山复绿工程分为清理
平整、人工复绿等工程。 到目前为止，人工
复绿部分效果明显，已基本完成野外施工，
复绿总面积达96639平方米。

矿山开采造成的水土流失、 水源污
染是破坏生态环境的重要因素。 近年来，

岳阳市委市政府出台严格的节约用地制
度，推进土地与经济社会、生态文明的协
调发展。 该市坚持规划引领，划好生态保
护红线。充分发挥国土资源规划的管控作
用，按照“合理布局、用好存量、留足空间”
的原则，为生态文明建设预留足够的用地
空间，优先保障污染治理、环境修复等生
态建设用地。 目前，全市用地空间总规模
为1.5万平方公里， 其中生态环境安全控
制区1692.41平方公里，占比超过10%。

近年来， 岳阳市积极实施“矿山复

绿”，强化矿业权监管，稳妥推进矿山遗留
问题解决，推动绿色矿山建设。 共争取和
投入资金3000多万元，完成复绿工程500
余亩；扎实做好“绿盾2018”自然保护区
监督检查专项行动， 注销1宗与东洞庭湖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重叠的采矿权，探矿权
全部退出，有效遏制了非法开采对湖区生
态环境的破坏；充分运用法律武器管地管
矿，开展“打非治违”百日行动和露天矿山
专项整治行动等，立案查处土地违法案件
7宗，督办矿山违法案件6宗。

该市把“矿山复绿”与农村“空心房”
整治结合起来，带动湖区生态环境治理。
对在大坝、堤防、渠道上乱搭乱建的“违
建房”、洞庭湖周边的畜牧养殖场、江湖
水域中的水产养殖矮围建筑等进行重点
整治、强力拆除，推动了农村面源污染治
理和洞庭湖区生态修复。截至目前，洞庭
湖区周边县市区共拆除“空心房”816万
平方米，正在实施复耕33130亩，已竣工
验收17484亩， 恢复或新增绿地6000余
亩、湿地400余亩。

� � � �湖南日报12月25日讯 (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廖文)车辆停放井然有序，户户门前
摆了垃圾桶，占道经营已被清退……近日，
在沅江市湘北市场， 经营户何奋强向记者
细数市场里的变化， 他由衷感叹：“环境干
净了，秩序好了，生活舒适了，生意也更好
了。 ”

为巩固省级卫生城市创建成果， 优化
生产、生活环境，今年初开始，沅江市开展
“三治”（治脏、治乱、治违）专项行动，紧盯
城区市容市貌、农贸市场、建筑工地、渣土
运输、“五小”行业、社区环卫、城中村和城

乡接合部卫生等薄弱环节和重点部位，坚
决整治城市“脏、乱、差”问题。 该市广泛宣
传发动，确保整治行动家喻户晓。 同时,以
社区为单位，将城区划分为21个网格单元，
由市级领导包干负责， 并对城市大小干道
实行“路长制”，定人定岗挂牌管理，构建起
无缝覆盖的整治网络。

“三治”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沅江市
城管执法局牵头组织责任单位、 街道及
社区，共清理各类垃圾10余万吨，拆除违
法搭建的棚亭4200余处，切实铲除“牛
皮癣”，并拆除益沅一级公路沿线两侧的

大型广告牌17处， 对公路沿线安防设施
等进行修缮，增设道口桩、停车让行牌、
减速板、T形指路牌等。 对露天烧烤、经
营性餐饮业油烟污染以及渣土运输车扬
尘等进行了集中治理，对城区乱搭乱建、
占道停车等行为进行强力整治， 并坚决
打击暴力抗法和妨碍执法行为，已
依法刑拘1人、治安拘留4人，拆除违
法建筑17万多平方米。10月下旬，沅
江市顺利通过省级卫生城市复审。

“三治”专项行动不仅改善了沅江
城区生活条件， 还优化了经济发展环

境。 今年8月25日，该市举办湖南益阳第二
届洞庭湖生态文化旅游暨水上运动节，前
来参加节会的万科集团创始人王石对沅江
市容市貌的变化印象深刻， 他安排有关人
员与沅江市政府洽谈， 计划投资建设垃圾
分类减量资源化利用项目。

冬至“杀年猪”
湖南日报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杨雄春

“杀年猪啰！ ”12月22日一大早，蓝山县荆竹瑶族乡新寨
村新寨组74岁的赵友生家里就热闹起来，烧水、磨刀、洗案
板，柴火添得特别旺。 按照村里的习俗，冬至节气，家家户户
要杀猪烘腊肉，赵友生请来了经验丰富的屠宰师傅，儿子、
女儿和孙子也赶回来帮忙。

土猪放出来，等候在门口的六七名男子立即围拢上去，
有的扯耳朵，有的按头，有的掰脚，两三百斤的土猪一下子
被掀翻在地。 在一阵土猪的嚎叫声中，众人把土猪架在一条
扎实的长条木凳上。 屠宰师傅手起刀落，带着热气的猪血瞬
间哗哗流淌，在盆里划起一个个圆圈。

待猪血放干， 屠宰师傅开始将滚烫的开水一勺一勺往
猪头上、背上浇，进行烫毛。 接着，刮毛、冲水、开膛、灌血灌
肠。 屠宰师傅技术娴熟，转眼间，一块块白花花的猪肉铺陈
在案板上。“这60斤给老黄，这40斤给罗妹子……”赵友生按
订货数量进行分配， 不一会儿， 土猪肉全部被顾客抢购一
空。

瑶山土猪成致富猪。 新寨村地处深山，位置偏远，全村
198户，有54户贫困户。 扶贫工作队进村后，组织村民发展土
猪、黑山羊、土鸡等特色养殖。 在工作队的帮助下，赵友生去
年年底喂了3头土猪，土猪宰杀后，工作队又帮忙联系顾客
推销猪肉。 当天，赵友生杀了两头土猪，全部由顾客上门预
订， 收入7500多元。 赵友生还在家里提供柴火腊肉烘制服
务，每年烘制腊肉150公斤还供不应求。

“前几天菊妹子带旅游团进村体验长鼓舞、跑堂舞等瑶
文化，在村里消费3万多元，离开前还在村里采购4万多元山
货。 ”贫困户赵永情高兴地说。 新寨村村支两委利用村里地
处湘江源头的区位优势和丰富的瑶文化资源， 吸引粤港澳
旅游团进村旅游观光。“以前东西销不出，现在通过发展乡
村旅游，游客上门争先抢购。 ”村主任麦建兰介绍。

思路打开脱贫快。 今年，新寨村养殖土鸡2000多羽、土
猪1100多头、黑山羊1800多只，接待外地游客1000余人次，
让村民走上了脱贫增收的快车道。 今年，该村人均增收600
多元，已有52户238人相继脱贫摘帽。

株洲电能替代推动减排
已实施相关项目203个，用电4.1亿千瓦时

湖南日报12月25日讯 （记者 戴鹏 通讯员 张昌益 骆
君）“我们采用电能替代燃煤后，不仅减少了排放，而且提升
了设备运转的稳定性，提高了产品品质。 ”12月25日，国网株
洲供电公司员工对炎陵时代新材料有限公司实施电能替代
项目上门回访时，公司负责人欣喜地说。

炎陵时代新材料有限公司主要生产铬、 锰等金属材料
及深加工产品，以前使用燃煤窑炉生产，产生烟和粉尘，污
染环境。 实施“煤改电”后，从源头减少了污染。

株洲作为老工业城市，曾被列为全国十大污染城市。 近
年来，国网株洲供电公司积极配合该市“以现代工业文明为
特征的生态宜居城市”建设，大力推行“以电代煤、以电代
油”能源消费新模式。 目前，已在公共交通、建材、陶瓷、冶金
等行业，推广实施电能替代项目203个，用电4.1亿千瓦时，产
生了较好的社会与经济效益。

� � � � 湖南日报12月25日讯 （见习记者
张佳伟 通讯员 易江波 钟方为）12月
24日，邵阳学院党委副书记陆步诗领人
来到该院扶贫点———邵阳县小溪市乡
河沿村， 为12名特困儿童送来助学金，
邵阳学院第二批驻村帮扶圆梦助学项
目正式启动。

邵阳学院自2013年以来， 把关爱
乡村儿童纳入院党委、 院团委年度工
作， 该院31个二级党组织都建立了助
学助教联系点，每年组织党员、团员分
期分批到扶贫点、 联系点支教助学。
2014年来， 选择隆回县岩口镇河边村
藕塘小学、 大祥区雨溪镇唐四完小作

为农村薄弱中小学对口帮扶对象，由
院工会组织实施， 全院24个分工会组
织会员参与帮扶工作。2015年，在该院
扶贫点组建困难学生成长导航团，对
留守儿童进行成长指导、 学业辅导和
心理疏导，为他们健康成长成才护航。
同时， 该院各部门和二级学院积极开
展“圆梦助学”行动，资助家庭困难学
生。还利用暑期，组织大学生志愿者下
乡开展义务支教、 心理关爱和“一对
一”家访等志愿服务活动。

云龙示范区党建
引领高质量发展

提前1个月完成全年财税目标任务

湖南日报12月25日讯 （通讯员 刘爱
明 文石金 何勇 记者 周怀立）今天，总投
资6.8亿元、年产功率器件30亿只的盛元半
导体项目，在株洲云龙示范区开工建设。该
项目建成后， 将为云龙产业新城半导体功
率器件制造集群建设增添新活力。

该项目在今年8月才签约，现在就能顺
利开工， 这与云龙示范区重点项目攻坚党
小组的努力分不开。今年来，云龙示范区突
出党建引领，实施项目攻坚、产业发展、人
才建设、增收致富、社会治理5大工程，以党
建“软实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至11月
底， 全区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1.44亿
元，同比增长25.31%，其中税收收入9.43亿
元、同比增长39.10%，提前一月完成了全
年财税目标任务。

今年， 云龙示范区组建了12个重点项
目攻坚党小组， 助推华夏幸福云龙产业新
城等23个项目开工建设；组建5个赴外招商
攻坚党小组，签约引进重点项目14个，引资
475亿元。 目前，该区大数据产业园、文旅
创意园、 华录数据湖等一批重点产业项目
建设均在加速推进。

云龙示范区还通过党建引领， 实行积
极、开放、有效的人才政策，建立了国内首
个在高职院校设立的院士工作站， 建成了
株洲市一流的产业研究园和产业人才服务
中心，有力推动了产业转型与创新发展。

岳阳火车站
流动售票窗进校园

湖南日报12月25日讯（记者 王晴 通
讯员 袁芳 吴芳）12月25日上午9时，在湖
南理工学院校园里，岳阳火车站“洞庭春”
流动售票窗前吸引不少学生驻足问询。 工
作人员除了把票送到他们手中， 还现场解
答了同学们提出的乘车问题。 岳阳火车站
党总支副书记于胜男介绍，春运前夕，车站
流动售票窗将赴各大院校开展志愿服务。

25人受聘为湖南南山国家公园智库专家

截留危房改造奖补资金

桂阳石兰村4名干部受处分

对口帮扶 助学圆梦

邵阳学院关爱乡村儿童

乌山隧道左洞顺利贯通
为长益高速扩容工程明年底通车奠定基础

梓门桥镇以村级组织为“第一阵地”

探索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湖南日报12月25日讯（记者 沙兆华）今年8月，双峰县

梓门桥镇土桥村村民曹华志骑摩托车撞伤本村一位70多岁
的老人，村党支部书记朱珍阳带领村人民调解员第一时间找
曹华志协商医治方案，得知伤者面临生命危险时，朱珍阳立
刻带人连夜驱车赶赴娄底市中心医院提前介入，通宵谈判达
成赔偿协议，做到了大事没出村组。

近年来，梓门桥镇探索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以村级
组织为“第一阵地”，责任落实到村，矛盾化解在村，促进了基
层治理能力明显提升。

梓门桥镇辖37个村、1个社区居委会，要把矛盾纠纷化解在
村组，就必须夯实基础、强化责任。 2017年以来，全镇各村都成
立了由5至7人组成的村级人民调解委员会，由村党支部书记担
任调委会主任，把当地群众公认的威望高、工作经验丰富、热心
服务群众的“五老”人员选进了调委会，并在每个村组配备了矛
盾纠纷信息员，形成了“村担首责、层层负责、人人尽责”的矛盾
纠纷排查、化解工作格局。 2017年以来，全镇各村排查矛盾纠纷
530多例，都做到了及时有效调处，并对28起重大意外突发事件
全部及时调处成功，让曾获“全国文明村镇”“全国模范基层调解
委员会”荣誉的梓门桥镇更加平安和谐。

发放欠薪
12月25日，澧县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劳动保障监察大
队， 工作人员为进城
务工人员发放被拖欠
的工资。 该大队接到
投诉后， 依法启动追
讨程序， 于上周从当
事企业未支付完的工
程款中直接划扣180
万元， 用于优先支付
拖欠的进城务工人员
工资。

柏依朴 尹钟
摄影报道

“矿山复绿”换来绿水青山

岳阳市：大地“伤疤”美了颜

顺利通过省级卫生城市复审

沅江市：“三治”行动靓市容

以文悦人促和谐
湖南日报12月25日讯（记者 张福芳）“今天

我们来学习一首新歌《党的恩情万年长》……”
12月24日下午，长沙市天心区暮云街道华月
湖社区的“悦·学院”公益课堂准时开课，40多
位阿姨全情投入跟着老师练习。

“自从社区开设了“悦·学院”公益课堂
后，老人、小孩有了属于自己的文化课堂，大
家一起学习、交流，像个大家庭。”住在华月湖
社区的肖仁霞高兴地说， 自从声乐班开班以
来，自己从未缺席过。

据了解，华月湖社区是2015年成立的新
社区，住户大都来自五湖四海，关起门来谁都
不认识谁，为促进邻里和谐，去年社区打造了

“悦·学院”公益课堂，未成年课堂有水粉、书
法、阅读等，成年课堂有舞蹈、音乐素养、编织
等， 仅今年来就有近万人次参加了该课堂的
学习，今年11月，“悦·学院”公益课堂被评为
长沙市示范性社区学习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