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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湖南日报记者 姜鸿丽
通讯员 王颂扬 周小相

连日来，临澧县新安镇多功能消防车
穿梭在“加二”县道清洗路面。镇上有一家
水泥厂，运水泥车来来往往，沿途散落一
些水泥灰和煤渣。“这路要是不清洗，屋里
都是煤灰，窗户不敢开。 现在消防车每天
清洗道路两次，干净多了。”新安镇文昌社
区居民罗晓妹说。

运用消防车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在常
德市始于2016年。 当年，常德市消防部门
创新思路，结合乡镇实际推广多功能消防
车， 把消防车单一灭火功能改变为灭火、
道路洒水、绿化浇灌等多种功能，既筑牢
了消防安全“防火墙”，又改善了乡镇人居
环境，一举两得。

创新破解乡村消防难题
1月27日，记者在临澧县新安镇专职

消防队看到，他们使用的消防车与常规消
防车不同，虽然体型不大，但上装部分除
了装有独立的消防喷射系统外，还装有环
卫喷洒系统。

据介绍，这种多功能消防车是常德市
消防部门与湖南瑭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联手，在环卫清洗车基础上研发的，可装

水10吨，救火水炮最高射程达55米。 不仅
消防性能大幅提高， 还可用于道路清洁、
旱时浇灌，并兼具农药喷洒、防汛排水等
功能。 这样，平时闲置的消防车还可以参
加美丽乡村建设，被命名为“美丽乡村多
功能消防车”。

说起研发多功能消防车的缘由，常德
市消防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常德地处湘
西北，山区多，偏远乡村一旦发生火灾，县
里的消防队难以及时赶到。如何提高乡镇
消防能力，成为一个新课题。 2011年，花
炮生产重镇新安镇在常德市率先成立乡
镇专职消防队，但那时的消防车是一辆退
役车辆，性能不佳，功能单一。且由于平时
闲置，缺乏养护，车辆实际上无法灭火，专
职消防队形同虚设。

为了让消防车用起来，2016年，常德
市消防部门投入50余万元， 研发了一款
“变形金刚”———多功能消防车。 随后，常
德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决定，3年内
为全市所有乡镇配备多功能消防车，车辆
由市、县、乡三级政府配套出资、统一购
买、集中配发。

战时能战守护一方平安
“漆河镇沿街门面发生火情，请消防

队立即赶赴现场！ ”

2018年6月27日，桃源县漆河镇一个
电器超市起火，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危急
时刻， 镇专职消防队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利用多功能消防车架设水炮， 压制火势。
随后，陬市镇、双溪口乡、马鬃岭镇、九溪
镇等4支乡镇专职消防队赶来增援，终于
降伏“火魔”，减少财产损失数百万元。“如
果不是利用镇多功能消防车先期控制火
势，后果不堪设想。”漆河镇分管安全工作
的干部说。

在常德市， 多功能消防车守护着乡村
平安。 在“美丽乡村多功能消防车”推广普
及的同时， 常德市全面加强消防专职队伍
建设，逐步做到“一乡一队、一队一车、一车
多用”。 乡镇专职消防队由当地派出所、安
监、城管等单位抽调人员组成，定期参加消
防培训。 一旦遇到火灾，专职消防队驾驶多
功能消防车迅速赶赴现场， 破解了农村边
远地区消防“远水不解近渴”的难题。

目前，常德市有乡镇专职消防队123
支、专职消防员985人。 自2016年多功能
消防车陆续投入使用以来，已成功扑救火
灾293起， 挽回直接财产损失850多万
元。

平时洒水送水满足民需
火灾发生时， 多功能消防车鏖战火

场，挽救生命财产。平时，消防车又被投入
美丽乡村建设中，冲洗路面、抗旱、浇灌园
林、喷洒农药……

汉寿县蒋家嘴镇的多功能消防车，
平时主要用在洒水除尘上。 该镇是一个
工业重镇， 公路上往来车辆多、 扬尘多。
以往为了降尘清洁， 该镇租车洒水， 一
天费用要2000元。 多功能消防车投入使
用后， 每天两次洒水降尘、 清洗路面，
镇区及主要道路变得干净整洁。 当地一
家超市的老板胡满丽说：“以前灰尘很多，
落在货品上， 擦都不好擦。 现在消防车
每天清洗道路， 我们店里的卫生也好搞
多了。”

遇上干旱，多功能消防车又用于保障
人畜饮水。 2018年7月，临澧县新安镇久
旱无雨，该镇右昌村地处山区，没有接通
自来水，有68户村民出现饮水困难。 镇里
派出消防车， 每天送水15车， 连续送了
23天。

下塞湖生态修复工程
通过省级验收

湖南日报1月29日讯 （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廖文
邓劲松 ）记者今天从沅江市委宣传部获悉，该市下塞湖
生态修复工程通过了省林业局组织的专家验收。

下塞湖生态修复工程从2018年6月下旬开始实施，
当年12月按设计要求完成了修复工作。修复工程中，共投
入劳力1300余个，投入建设资金125.312万元，完成生态
修复面积1197.301公顷， 其中自然修复1114.4055公顷，
通过种植三蕊柳、 南荻、 苔草等完成人工促进植物修复
82.8955公顷。

通过生态修复， 下塞湖遭到破坏的生态系统得到逐
步恢复。当地环保志愿者李剑志说，近来他多次去下塞湖
实地观测，发现苍鹭、白鹭、斑嘴鸭、棕背伯劳、山斑鸠、雉
鸡、小鼻鹈等10多种常见水鸟明显增多。

麻阳“蓝凤凰”
给贫困户分红

湖南日报1月29日讯 （记者 黄巍 通讯员 刘昌宏）1
月28日， 麻阳苗族自治县尧市镇高州坪村贫困户唐秀香
乘坐中巴车， 来到设在兰村乡大坳村的麻阳蓝凤凰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 参加公司举行的贫困户年终入股分红大
会。

唐秀香与来自13个乡镇100多个村的455户贫困户
一道，依次从“现金墙”上领回了“股份红利”，唐秀香分到
红利4000元。 当天，公司分红总额达233万元。

麻阳蓝凤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主营蛋鸡养殖、 有机
肥加工等。2015年以来，公司采取“公司＋基地＋贫困户”
方式，主动吸纳贫困户入股，带动贫困户增收。 公司统一
购买蛋鸡、统一饲养、统一销售等，给予贫困户每年8%的
保底分红，特困户另发“补助红”。 兰村乡大坳村特困户夏
大妹腿脚残疾，公司安排她到蛋鸡养殖场工作，每月工资
2700元，每年保底分红4000元，另外还有800至1000元
的特困“补助红”。

目前，公司养鸡场占地300多亩，养殖蛋鸡33万多羽，
年产蛋7000多吨；入股贫困户发展到13个乡镇456户，安
排贫困户固定就业50人、季节性用工2800多人次，已累
计发放工资580多万元。

� � � � 湖南日报1月29日讯 （记者 李秉
钧 通讯员 胡素芳） “根据去年党风
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实情况， 结合当前
党风廉政建设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
我与市委常委会组成人员开展廉政纪
律谈心谈话。” 1月29日， 资兴市委常
委、 市纪委书记、 市监委主任李典龙
说， 谈话内容为传达中纪委十九届三
次全会精神、 春节廉洁纪律要求、 去
年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一岗双责” 情
况等。

新春佳节将至， 为贯彻落实中纪
委、 省纪委等有关春节期间廉洁纪律

的有关规定， 抓好重要“节点” 和
“关键少数” 的监督工作， 督促党员领
导干部率先垂范， 带头营造风清气正
的节日氛围， 该市出台春节期间开展
纪委监督同级党委廉洁过节“三个一”
活动方案， 即搞一次廉政谈话； 送一
副廉政对联， 由市纪委精选廉政对联，
赠送给市委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市政府
副市长； 赠一张廉政卡片， 市纪委将
省纪委关于春节期间廉洁纪律的“六
个严禁”， 印制成小卡片， 赠送给市委
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市政府副市长， 及
全市科级领导干部。

“鄯品入衡”
年货节好热闹

湖南日报1月29日讯（记者 徐德荣 通讯员 谢治桂
黄海波）1月28日上午，“衡鄯一家亲·共祝盛世年” 疆品
入湘、鄯品入衡年货节，在衡阳市华新步步高商业广场开
幕。 来自衡阳市对口支援新疆地区———鄯善县的26家企
业和合作社，携当地名优产品参加此次年货节。鄯善葡萄
酒、葡萄干、手工艺品、畜产品等近百种商品参展，向衡阳
人民送来鄯善人民的新春祝福。

记者看到，展会现场人头攒动，展位前被挤得水泄不
通，甜美的葡萄干、香醇的葡萄酒、肥美的烤全羊等特色
年货，以及手工艺人制作的旅游纪念品、彩玉等鄯善特色
产品，让市民赞不绝口、流连忘返。

据了解， 此次年货节由衡阳市人民政府和鄯善县人
民政府共同主办，活动将持续到1月30日。 当天，鄯善的
12家企业与衡阳市的6家企业签订了12项购销意向协
议，签约金额总计3.26亿元，涉及鄯善葡萄酒、葡萄干、红
枣等干鲜果品的购销。

� � � � 火灾发生时鏖战火场，平时用于冲洗路面、抗旱、浇灌园林、喷洒农药。 常德市消防部门创新
研发的多功能消防车“一车多用”，破解农村边远地区消防“远水不解近渴”的难题———

“变形金刚”护卫美丽乡村

资兴节前抓住关键少数送“廉”礼
� � � � 湖南日报1月29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叶旺 ） 1月29日一大早， 双牌县
何家洞镇朝阳庵村村民何志扛上锄头上山
挖冬笋， 他向记者介绍， 以前从早挖到
黑， 能挖到二三十公斤冬笋就不错了。 现
在， 每天能挖50多公斤冬笋， 收入400元
以上。

双牌县南竹面积达27万多亩，大部分生
长在海拔1000米以上的高山上，过去不注重
管理和抚育，南竹生长缓慢，冬笋产量低。

近年， 双牌县大力实施刀抚、 锄抚、
施肥和病虫害防治等南竹低改措施， 先后

低改南竹10多万亩， 南竹生长速度明显
加快， 冬笋产量普遍翻了一番。 同时，
2015年以来， 双牌县大力发展电子商务，
提升了双牌冬笋的知名度， 拓宽了销售渠
道， 今年， 全县冬笋收购价在每公斤7.6
元以上。 在该县收购、 销售冬笋15年的蒋
海波对记者说： “以前收多了卖不出， 收
少了不够卖， 很矛盾。 现在， 鼠标一点就
卖到全国各地， 不愁销， 大胆收。”

据悉， 从去年11月上旬到目前， 该县
向全国各地销售冬笋150多万公斤， 为广
大群众带来直接经济收入1300余万元。

双牌南竹低改冬笋增产增效
已给群众带来直接经济收入1300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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