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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月7日讯（记者 彭雅
惠 通讯员 彭铁桥） 新的一年，湖
南人最关注和期待解决哪些民生问
题？ 省统计局民意调查中心在全省
随机抽样调查了2100位普通居民，
今天发布调查结果： 我省居民关注
点高度集中于食品安全、 医疗、教
育、社会保障四个方面。

民意调查中，65.1%的受访者关
心“食品安全问题”，主要关注“转基
因食品安全”“蔬菜、水果农药残留”
“肉禽及其制品重金属、 瘦肉精超
标”等问题，总的来说，受访者期望

“食品质量有保障”。
61.1%的受访者关心“医疗问

题”，其中“医疗费用负担问题”受到
普遍关注， 部分受访者提出，“医护
人员服务质量”“就医难” 等问题也
值得关注。

57.3%的受访者关心“教育问
题”，担忧“学校乱收费”和“课外
培训攀比之风”等问题，看重“就
近入学” 和“教育公平”， 归根到
底，大家最为关注的仍是“教学质
量问题”。

55.3%的受访者关心“社会保障

问题”，关注点主要集中在“社保工
资水平”，其次，对“养老保障”“困难
群体生活保障及救助”和“医保”等
也有所关注。

此外， 超过四成受访者关心
“公共服务问题”和“环境问题”。其
中，城镇居民十分期待“停车场地
增加”和“电、水、煤气供应保障充
足”；农村居民则最盼望“医疗服务
改善”“文化娱乐设施建设”和“道
路提质改造”。不论城乡，居民普遍
希望加强“污染治理”（垃圾、污水、
粉尘、噪音污染等）、提升“饮用水质

量”。
超过三成受访者关心“住房问

题”和“收入分配问题”。人们主要希
望“房价平稳”，希望“收入能够稳定
增加”。

“就业问题”给湖南人带来的困
扰“不大”，只有26.1%的受访者对此
关心，其中，大部分人对于工作的新
年希望是“更上一层楼”，主要包括
“合理的工资待遇和社保福利”“较
好的发展前景”等，小部分人表示，
仍在期待“稳定的工作岗位”“合适
的工作平台”。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唐耀东

1月4日， 双牌县茶林镇残疾人
蒋实算盘打得响 ， 说话底气足：
“2018年，我出笼森林土鸡1万羽，纯
收入30万元!”

在双牌县，依托该县云浩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养殖森林土鸡脱贫的群
众达2万多人。

双牌是“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山
区县，森林覆盖率达80.5％，人均林
地16.35亩。山多林多田土少，如何带
动广大群众脱贫致富？ 经过考察，县
里决定引进民营企业发展林下养殖
森林土鸡。

2016年初， 原来在广东等地从
事房地产开发的江西人程贵生等，
来到双牌县成立双牌县云浩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云浩公
司”），发展“公司+基地+农户”林下
养殖森林土鸡，得到双牌县委、县政
府的欢迎。为推动项目尽快落地，双
牌县委先后6次召开专题常委会调
度该项目建设， 并由一名县委主要
领导联系项目，跟踪解决水、电等一
些问题。

通过多方努力，云浩公司不到半
年时间投产，达到年供森林土鸡鸡苗

260万羽的产能。
同时， 云浩公司不断优化选种、

复纯提壮当地土鸡苗，达到适应能力
强、抗病能力好、散养品质佳等特点，
农户散养成活率高达95%。云浩公司
还与农户签订按土鸡每公斤44元、
鸡蛋每枚1.2元的保底价回收的合
同，确保大家不为销路发愁。

3年来， 在双牌县相关部门的支
持下，云浩公司实现长足发展，群众
脱贫致富步伐加快。

2018年， 云浩公司实现产值近
亿元，带动养殖户户均增收5800元。
到目前， 该公司先后带动6100户养
殖户、2万多人脱贫摘帽。

2016年， 双牌县何家洞镇何家
洞村村民周海林与云浩公司签订养
殖合同，养殖规模从每年出笼森林土
鸡1000羽， 发展到2018年出笼森林
土鸡6000羽,纯收入达15万元，实现
脱贫致富。

双牌县五里牌镇红福田村55岁
的陈贤秀一家三口曾是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2016年底， 陈贤秀被优先
招聘到云浩公司务工， 每月工资
2000余元。陈贤秀还在家里养殖森
林土鸡， 年收入在5万元以上。去
年，陈贤秀一家脱贫摘帽，建起新
房。

湖南日报记者 黄巍
通讯员 向云清 米承实

“马上协调组织市财政局、市教
育局、市减负办等部门，开展一次惠
农补贴资金发放情况专项督查。”1月
7日上午， 记者见到怀化市纪委监委
党风政风室主任许发斌时，他正与干
部姜逢等人研究惠农资金发放检查
工作方案。

“今年，全市贫困发生率要下降
至0.6%左右， 专项治理压力大呀！”
许发斌告诉记者，怀化市扶贫领域腐
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办公室设在
市纪委监委党风政风室， 这几年，他
们一直在努力奔跑，“为贫困群众追
梦护航”。

怀化作为全域贫困地区，脱贫
攻坚任务繁重，扶贫领域腐败和作
风问题专项整治任务同样很重。为
此，怀化市纪委监委构建“市纪委
监委统筹、县纪委监委为主、乡纪
委落实”责任体系，采取电视访谈、
曝光等举措，督促相关部门主体责
任、监督责任落地，加大执纪监督

问责力度。
据了解，2018年，怀化市纪检监

察机关扶贫领域立案、 处理人员、给
予党纪政务处分人数，分别比上年增
加32.12%、74.11%、38.02%， 并移送
司法机关44人；追缴资金、退还群众
资金 ， 比上年 分 别 增 加 44.1% 、
19.78%。

“贫困群众有了实实在在的收
获，家门口的路通了，自来水进了厨
房，腰包鼓了起来……”许发斌介绍，
2018年，怀化市芷江、会同、辰溪、靖
州、新晃等5个贫困县有望脱贫摘帽，
全市可减贫16.33万人， 贫困发生率
下降至2.32%。

“为了这几组数据，许多纪检
监察干部牺牲休息时间，奋战在执
纪监督一线。” 怀化市纪委监委负
责人说，“2019年， 将围绕全市7万
以上农村贫困人口脱贫、84个贫困
村出列，沅陵、溆浦、麻阳、通道等4
县脱贫摘帽的目标，进一步抓好扶
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
全面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满
意度。”

湖南日报1月7日讯（记者 王文
隆 通讯员 肖燕芳 ） 作为立德树
人的主渠道主阵地，高校思想政治
课如何提高其吸引力和教学效果?
1月5日， 全省高校思想政治课教
学研究会年会暨思想政治课教学
研讨会在长沙学院召开，全省180
余位马克思主义理论专家学者和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一道切
磋观摩。

“中国游客为什么到海外抢购
电饭煲？”思想政治课上，长沙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蒋晓东将网上
热点拿来与学生讨论， 引导大家理
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其意义。从
来自生活中的实例切入， 没有了刻

板与枯燥，课堂气氛活跃。
包括长沙学院在内的我省众多

高校， 在课堂内外着力打造思想政
治理论课新形式、新内容、新体系，
让思想政治教育“活”起来。

据介绍， 湘南学院探索出理论
教学、专题教学、课堂讨论与实践教
学“四位一体”的教学模式；湖南农

业大学开发“全天候思想政治课师
生信息交互平台”“实践之路” 实践
教学展示平台； 湖南科技学院将永
州乡土历史文化资源融入《纲要》课
教学。 这些教学改革举措均受到了
学生普遍欢迎。

“要全力打造‘金课’，努力杜绝
‘水课’。” 湖南省高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学研究会会长、湖南师范大
学党委书记李民表示， 让思想政
治课真正成为有思想高度、 现实
力度和情感厚度，使学生终身受益
的课程。

湖南日报1月7日讯（记者 何金
燕 通讯员 谭加云 周子熙） 今天上
午，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
庭宣判了湖南省环境保护厅原党组
成员、副厅长谢立受贿案，对被告人
谢立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
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 对其受贿所
得财物予以追缴。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谢立身为国
家工作人员，利用担任湖南省环境保
护局环境监察总队队长、 助理巡视
员、党组成员、副局长，湖南省环境保

护厅党组成员、 副厅长的职务便利，
在承揽工程、拨付资金、通过环评、推
广项目等方面为张某等人谋取利益，
收受张某等17人共计折合人民币
287.95万元。

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谢
立的上述行为已构成受贿罪，且数
额巨大。谢立到案后如实供述了办
案机关未掌握的大部分受贿犯罪
事实，真诚悔罪，主动退回全部赃
款，依法可以从轻处罚。遂依法作
出前述判决。

新年湖南人关注四大民生问题
食品安全、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受大众瞩目

森林土鸡铺就脱贫路

“为贫困群众追梦护航”

省环保厅原副厅长谢立
受贿287万余元

一审获刑7年

精准扶贫在三湘

打造“金课”，杜绝“水课”
全省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学研究会力促“课堂革命”

2016年7月28日下午， 章某来
到长沙市雨花区东山街道黎郡社区
一房间内， 引爆了两个自制汽油瓶
炸弹之后， 持刀将中年妇女吴某肺
部刺伤，并将吴某挟持。当安志赶到
现场时， 看到歹徒用沾血的尖刀架
在人质颈部，而人质已经昏迷，倒在
血泊中。安志卸下了自己的手枪，提
出先让吴某得到救治， 而自己当人

质的条件。反复劝说之下，歹徒同意
了。 当122救护车到达，安志和歹徒
各走一边，双方推着担架将身负重
伤的吴某往救护车上抬，在离救护
车三四米之时，安志趁着章某眼神
迷离那一瞬间， 迅速冲向章某，抓
住其持刀的右手往上抬，而歹徒用
劲往下朝吴某刺去，刀尖快接近吴
某的脖子了。安志不顾一切抓住锋

利的刀尖， 手顿时被割得鲜血淋
漓。 增援民警一拥而上将章某制
服。 安志被送往医院紧急处理 ，
伤口缝了七针，后经鉴定为十级伤
残。 安志先后被评为“全国优秀人
民警察”、湖南“湘警之星”， 还被中
央文明委授予“中国好人” 荣誉称
号。

漫画\刘谦 方勇

安
志
空
手
夺
刀

救
人
质

·湖南公安英雄故事漫画

� � � � 安志， 男，1984年
10月生， 中共党员，
2005年从警， 现任长沙
市雨花公安分局东山派
出所刑侦中队中队长。

方勇/画

抢修铁路保春运畅通
1月6日，施工人员在焦柳南线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太阳坪车站路段进行道路抢修作业。该路段地处雪峰山脉，因近日

的雨雪冰冻天气，导致部分道路损坏。怀化工务段组织施工人员顶着寒风和冻雨，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任务，确保春运道路
安全畅通。 辜兴平 摄

湖南日报1月7日讯(记者 肖洋
桂 通讯员 刘杰 柳玉清 万富 )今
天傍晚， 一名男子赤膊在寒水里救
人的视频在澧县微信朋友圈中疯
传， 大家纷纷为这名男子的英勇举
动点赞。

记者多方打听， 终于找到救人

者，他叫肖俊，是澧县盐井镇司法所
干部，今年32岁。

肖俊介绍， 今天下午4时多，他
驾车从盐井镇出发，去县城送文件。
到梦溪镇缸窑村路段时，遇上堵车，
“听前面的人讲，有车不慎翻到了水
里，车里面还有人。”他连忙下车走

向前， 发现一辆白色越野车翻在池
塘里。

情况危急， 肖俊脱了衣服就跳到
了刺骨的寒水里，实施救援。他使劲地
锤开车窗玻璃，不知锤了多久，才将玻
璃锤开，先是将车里小孩救上岸，然后
把年轻男子从车里拉了出来。

“当时也没觉得冷，只知道救人
要紧。” 肖俊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
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 谁见了都
会这样做。

据了解，被救起的群众叫赵勇，澧
县本地人。当时，他驱车和女儿回家，
途经该路段时， 会车避让不及掉入水
里， 所幸被人救起， 除女儿有点惊吓
外， 其他均无大碍。“真的感谢这位好
心人，这么冷的天!”赵勇感激地说。

澧县汉子寒水中赤膊救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