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2月2日讯(记者 邢玲)
2月2日，在益阳市赫山区欧江岔镇东
团村，40余名区机关干部职工与村
干部、志愿者一道，清理路边、沟渠里
的陈年垃圾，并不时向过往行人宣传
“文明过大年”方式。这是赫山区开展
“万人治脏、清洁家园、快乐过年”村
庄清洁专项行动的一幕。

1月28日起，赫山区、镇、村、组
四级联动，区级领导和“联点”部门
分别深入到镇村联系点，开展生活
垃圾治理行动，实施“三清一改”，

即清理生活垃圾、 清理村内沟塘、
清理畜禽养殖等生产废弃物、改变
影响人居环境的不良习惯，共建美
好家园。

该行动共发放“万人治脏、清洁
家园、快乐过年”倡议书17万余份，
出动流动宣传车40多台，宣传横幅
1000多条， 吸引全区干部职工、共
产党员和广大群众共10余万人参
与，大家扫垃圾、清淤泥、疏沟塘，清
清爽爽迎新年。

据悉，此行动将持续一个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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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陈昊 通讯员 陈生真

即使在这个比往年同期略显寒
冷的冬天，家住吉首市石家冲社区的
退休教师彭老师也没有放弃每天下
午到谷韵绿道的徒步锻炼。长长的绿
道，有山有水，有花有草，空气清新，
“走两个小时，1万多步， 每天呼吸好
空气，原来肺气肿前胸后背痛，走了
半年竟然不痛了。” 彭老师对家门口
的这段生态长廊十分满意。

满意的不只是彭老师。吉首市民
发现，近几年城市出现了越来越多的
绿地、公园，有了更多休闲锻炼的绝
佳去处。而且，天更蓝，水更清，空气
更清新了。近日，省生态环境厅发布
消息：2018年，吉首市城市空气环境
质量首次达到国家二级标准，空气质
量6项指标全面优于2017年，优良天
数达342天，优良率为93.7%，排名全
省第一；饮用水水源达标率为100%，
出境断面水质为优，断面Ⅲ类水达标

率达100%。
这是吉首市实施生态立市战略，

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引领，以改善环境
质量为目的，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当地群众得享
“可以深呼吸”的民生福祉，幸福感、
满意度大幅提升。

防治并举，护航“碧水蓝天”。为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吉首市成立了
环境保护工作委员会，形成了党委负
总责、政府具体抓、各相关部门协同
合作的环境保护工作格局，先后制定
出台了《城市精细化建设和管理的行
动方案》《大气污染整治实施方案》等
规章制度,并严格加以实施。目前，中
央环保督察交办件13件、 中央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交办件7件、
省政府2018年污染防治攻坚战交办
件16件、 州政府交办城市扬尘12个
问题均已全部办结销号；省环保督察
交办件102件已办结销号100件，余
下2件正在办理整改过程中， 办结率

达98%。
压实责任，防范“黑烟尘土”。吉

首市扎实推进环保突出问题整改，
集中力量抓好城市环境治理难点问
题。 完成总面积为124.71平方公里
的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投资5.3亿元
用于问题整改及重金属、 饮用水水
源、黑臭水体、农村人居环境、畜禽
网箱养殖、燃煤锅炉淘汰、黄标车淘
汰等工作。拆除非法砂石加工厂、采
矿企业共计49家。 完成了裸露山
体、公路沿线绿化造林共730亩。严
格执纪问责， 立案查处环境违法行
为100余起。其中，中央环保督察及
“回头看”共追责29人，省环保督察
共追责58人。

科学发展，谋求“绿色效
益”。吉首市围绕环城50万亩
生态圈建设重点， 大力实施
“一江一河” 两岸和城市周边
的八大森林公园建设，涵盖了
河流湿地、 水库水塘湿地、农

田湿地等。按照“生态建设产业化，产
业建设生态化”的总体要求，支持壮
大农产品加工企业106家，成立农民
林业专业合作社476家， 发展黄金
茶、名贵树种、迷迭香、金银花、杜仲、
油茶等产业达20多万亩；建立杉木、
马尾松等树种为主的用材林基地15
个，面积达85万亩。

2018年， 吉首市实现了森林覆
盖率和森林资源双增长，全市有林地
面积85530.7公顷， 占国土总面积的
78.8%，森林覆盖率为74.06%，城区
绿化覆盖率达41.5%，城区人均公园
绿地面积12.46平方米， 被评为全国
森林旅游示范县（市、区）、湖南省园
林城市。

湖南日报2月2日讯（见习记者
赵志高 通讯员 周晓鹏 伍交才 ）1
月30日，在贵阳创业的溆浦县人胡
岳军开车回乡过年， 在县城路边指
示牌引导下， 很快找到了免费停车
场。 他乐呵呵地说：“县里提供免费
停车位，为大家省了不少心！”

近年来，溆浦县在春节前持续开
展“温暖过冬、欢喜过年”活动，全力
保障广大群众过一个欢乐、 祥和、
安定的春节。去年春节期间，该县
尝试开放部分公共场所用来停车，

社会反响很好， 受到群众称赞。今
年春节临近， 该县提前备足功课，
由县财政“买单”，积极协调学校、
公园、企业、单位提供10处临时免
费停车场地，共1757个车位。从1月
29日至2月12日，共计15天，向社
会车辆24小时免费开放。县交警大
队还通过当地媒体报道以及向市
民发公开信、 在路口设指示牌等，
引导车主就近免费停车。

同时， 溆浦县各乡镇也纷纷推
出免费停车便民服务活动。

湖南日报2月2日讯 (通讯员 易
家祺 记者 龚柏威 )今天上午，发生
在益阳市大通湖区城区五一路上的
一幕，引人注目。一名身着反光背心
的交警，跑在一台救护车前，嘴里不
停地喊道：“请让一让， 让一让……”

知情人介绍，这是交警在为一名重症
老人生命续航。

当日10时许，正值置办年货、走亲
访友的高峰期，大通湖城区通行压力巨
大。正在五一路农业银行路口疏导交通
的民警白涛， 突然听到电视台路段附

近，传来救护车的鸣叫。白涛即刻上前
询问，得知一名老人突发脑溢血，且病
情危急。他马上通过对讲机，通知沿线
警力，采取紧急措施给救护车让道。

救护车仍在缓缓行驶， 这时，车
头前突然出现一名身着反光背心的

交警，这是同在五一路执勤的交警严
俊，他奔跑着为救护车开道，同时，挥
动手势大喊着， 要沿路人车紧急避
让。在众交警接力下，前方生命的通
道越来越宽，救护车越开越快，只用2
分钟，即冲出拥堵路段，为老人赢得
了宝贵的抢救时间。目前老人已脱离
生命危险。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张礼俊

新春将至，年味渐浓。走进溆浦农
村，住进新房的贫困群众喜上心头，大
红对联映红了一张张笑脸。

2月1日， 记者驱车来到溆浦县大
江口镇群山间一处缓坡地。 县里干部
介绍，这里叫板栗坳，是小江口村易地
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

安置点群山环抱、绿意盎然，一栋
栋新房格外亮眼。出行公路、文化广场
等基础设施齐全，家家户户整洁清爽。

“快到屋里坐，喝杯热茶暖暖身。”
80岁的搬迁户肖时来看到记者， 连忙
打招呼。他说，这几年搭帮党和政府的
好政策，“搬”来了幸福新生活。

肖时来的大儿媳刘英连介绍，他
们一家原来住在离安置点较远的半山
腰，生存环境恶劣，人多地少，穷困潦
倒。 丈夫因一早打着电筒送小孩上学
摔成重伤。2016年6月突发山体滑坡，

肖时来家的房子被冲毁。 家人安全转
移，但从此无家可归。没有了家，加上
经济拮据，一家人整天愁眉苦脸，精神
不振。

“我都想‘逃跑’了！”面对接二连
三的变故，刘英连几近绝望。

“两个老人家年纪大了，虽然有3
个儿子，一个摔成了重病，另外两个50
多岁了没工作也没老婆， 给他两个儿
子介绍对象， 人家一听情况就摇头
……”对肖时来当年家里的窘境，村党
支部书记向玉拾一清二楚。

“群众有难时，总有党员干部站在
身后。”肖时来说，镇里安排驻村干部
上门服务， 将他一家安置在闲置的老
村部。为帮助他们实现安居梦，镇里将
其列为易地扶贫搬迁对象。

2017年12月， 村里易地扶贫搬迁
集中安置点竣工， 肖时来和其他45户
贫困群众一起领到了新房钥匙。 住进
了新家， 一家人喜极而泣。“自己做梦

都想拥有的新房子， 党和政府帮我们
建好了， 这个恩不知道怎么还呢。”肖
时来说。

人逢喜事精神爽。搬进新房后，肖
时来一家面貌一新。 夫妇俩对新房子
格外珍爱，房前屋后收拾得干干净净，
家里更打理得整整齐齐， 脱贫致富的
梦想又重新燃了起来。

为确保贫困群众稳定脱贫， 溆浦
县压紧压实帮扶责任， 要求结对帮扶
干部落实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政
策，让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有事
做、能致富。在帮扶干部帮助下，肖时
来的二儿子肖和平、 三儿子肖玉平在
县城建筑工地当起了工人， 大儿媳也
在村里的扶贫车间找到了工作， 有了
相对稳定的收入。

“住新房、娶新娘，党的扶贫政策
来帮忙。”下班回家的肖和平乐滋滋地
念起了顺口溜。他向记者透露，有个女
孩看上了他，准备和他结婚了。

这座城，“可以深呼吸”
———吉首市城市空气质量优良率排名全省第一解读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见习记者 吴广 何梦君 通讯员 王琼

红灯笼装点着常青树，“黄背
心”守护着母亲河。2月1日，岳阳市
君山区广兴洲镇兴洲广场喜气洋
洋，“清洁家园我先行” 万人签名暨
送春联活动在这里举行。

长江大堤下，30多位“黄背心”
或手举旗帜，或手拿“清洁家园我先
行”的宣传单穿梭在群众中，为守护
长江岸线呐喊。印有“突击队”字样
的红旗随风飘扬， 在蓝天白云的映
衬下， 格外醒目。“他们是镇里各个
村庄的保洁员， 也是保护长江岸线
的生态卫士！”村民李新阶说。

“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
清洁行动， 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重要任务。”镇党委书记龙世友告诉

记者，2018年， 长江岸线君山段的
砂石场、养猪场相继关闭，码头进行
整治复绿，生态环境越来越好，越来
越多的村民主动加入义务保洁队
伍。他表示，春节期间，该镇将组织
上万村民参与长江清洁活动， 共建
美丽家园，守护好一江碧水。

当天的活动增设“护长江，送春
联”环节，以春联奖励护江卫士。“年
复年年年花香鸟语， 岁增岁岁岁人
寿年丰。”沿江村村民、君山区书法
协会会员刘维权现场挥毫泼墨，引
来乡亲们点赞。“柳绿稻花香， 村姑
舞广场；声声蛙唱里，梦想闹沿江。”
一批具有君山特色的乡土节目火热
上演，甜甜的歌声、浓浓的年味，荣
膺“全国文明村镇”“中华诗词楹联
之乡” 的广兴洲融入一片欢乐的海
洋。

万人长江保洁来

交警车前奔跑开道
重症老人生命续航

“搬”来幸福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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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2月2日讯 （记者 李
秉钧 姜鸿丽 彭婷） 在新春佳节即
将到来之际，常德、郴州、湘潭3市主
要领导， 分别来到湖南日报社驻当
地分社，看望慰问编辑、记者，送来
新春的美好祝福。

2月1日，常德市委、市人大常委
会、市政府、市政协、军分区“五大
家”主要领导，来到湖南日报社常德
分社，慰问分社全体工作人员。常德
市委书记周德睿说， 常德分社深耕
常德热土，讲好常德故事，极大推动
了常德经济社会发展。 他希望，
2019年，湖南日报社常德分社继续
围绕常德“开放强市、产业立市”战
略做好文章， 为常德经济社会发展
加润滑剂，起杠杆助推作用。

2月1日，郴州市委书记易鹏飞
来到湖南日报社郴州分社， 看望慰
问分社记者。易鹏飞说，近年来，郴
州分社宣传报道郴州工作卓有成

效，并把目光聚焦基层群众，采写了
大量鲜活典型， 写出了一批高质量
稿件，很打动人、吸引人。易鹏飞希
望郴州分社在新的一年里， 按照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举旗帜、聚民心、
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等要求，把
郴州宣传报道做得更好、更有成效。

2月2日，湘潭市委书记曹炯芳
来到湖南日报社湘潭分社， 向大家
致以新年的问候和祝福。 曹炯芳走
进湖南日报社湘潭分社各编辑室，
与记者、编辑亲切握手。曹炯芳说，
多年以来，湘潭分社在工作中聚焦
湘潭、关注湘潭、宣传湘潭，采编人
员深入基层一线， 深入百姓身边，
写出了一大批影响大、效果好的新
闻作品。曹炯芳希望，分社全体新
闻工作者在新的一年不忘初心，继
续努力，写出更多精品佳作，为湘
潭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舆论
氛围。

湖南日报2月2日讯 （记者 李
秉钧 通讯员 李辉华 ）“33.5万元，
三次，成交！”1月31日，随着拍卖师
坚定的一锤定音， 资兴市供销合作
联社一处优质资产， 经过租赁权公
开拍卖， 年租金从去年的6.58万元
提高到33.5万元，资产大幅增值。这
是该市强化廉政风险防控， 加强国
有资产管理取得的成效之一。

资兴市为加强国有资产监管，
重点强化廉政风险防控。通过排查
廉政风险点，相继出台合同管理办
法、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法等资产
管理制度， 监督管理国有资产，对

国有资产处置从源头扎紧制度笼
子，堵塞资产处置风险漏洞。同时，
该市创新资产管理方式，国有资产
租赁以公开招投标为主，并推行资
产出租依法评估、公开招租、合同
会签等制度，使国有资产经营管理
更加公开透明，杜绝权力关、人情
关、金钱关，在有效防范廉政风险
的同时，实现了国有资产收益最大
化。

据了解，近几年来，该市通过
对国有资产强化廉政风险防控及
阳光处置， 使国有资产年均增值
10%以上。

赫山区10万干群清洁村庄迎新年
溆浦春节“送”停车位

资兴加强国有资产
管理风险防控

国有资产年均增值10%以上

送来新春美好祝福
常德、 郴州、 湘潭3市主要领导看望慰问

湖南日报社市州分社编辑记者

长沙曙光路主城区段全线贯通
2月2日，长沙市曙光路南延线建设完工。该道路以桥梁的方式上穿京广

线，以隧道的方式下穿南二环。至此，南起香樟路，北至五一大道的曙光路全
线拉通。 傅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