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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 � � � 湖南日报2月20日讯 （记者 徐亚平
见习记者 张璇 通讯员 彭勇） 新春伊始，
岳阳市屈原管理区传来好消息： 经国家农
村改革联席会议研究， 批准屈原管理区为
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 这是该区继国家现
代农业示范区、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国家农
业综合标准化示范区、 第一批国家农业可
持续发展试验示范区后，获得的又一块“国
字号”招牌。

如何带动农业走生态增效之路？ 近年
来，屈原管理区按照区领导包村、区直部门
包片、 村支两委包组、 党员干部包户的方

式，以农村综合改革为主线，大力推进农业
农村绿色发展。 通过飞防减药、深施减肥、
转化减污等“三减量”举措，推进农业生态
化。 去年，全区推广无人植保飞机30多架，
全年减施农药6吨以上， 较传统方式减少
63.6%；推广水稻插秧同步精量施肥机减施
化肥，较传统方式减肥30%、增产15.4%；推
广生物质制肥机， 减少养殖粪污2万吨以
上。

推动农业绿色发展， 主体在新型职业农
民。多年来，该区着力规划农业绿色主体功能
区，为职业农民提供发展舞台。全区发展农民

专业合作社196家（部级2家、省级5家）、家庭
农场96户，土地规模经营率达72.38%，流转率
达57.52%； 投资建成全省最大的新型职业农
民培训学校， 着力改变传统一家一户经营模
式，形成“农业+绿色基地”“农业+绿色种养”
“农业+绿色加工”“农业+绿色旅游”的多维产
业结构。

与此同时，屈原管理区农村“空心房”
整治腾退土地3662亩，复垦3481亩，复绿
181亩，优化土地资源并修复农村生态。 以
企业为主导，形成“畜禽粪污、病死动物－
生产有机肥－种植农作物”“农作物秸秆－

生物质能发电－草木灰－生物质肥料”两
大生态循环模式， 全区已实现化肥农药减
量20%以上，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达90%。
全面推进农村清洁家园集中攻坚行动，全
区农村垃圾集中收运率、 垃圾无害化处理
率均达100%。

� � � � 湖南日报2月20日讯 （记者 周俊 通
讯员 杨权 谢立松）2月18日， 记者在冷水
江市锡矿山砷碱渣无害化处理线采访，看
到大量砷碱渣被源源不断送进处理设备。
据介绍, 这些在锑冶炼过程中遗留下来的
剧毒废渣，经20多道环节，变成了碳酸钠等
工业原料， 困扰当地多年的危险固废将就
此被“吃干榨尽”“变废为宝”。

开采和冶炼历史长达120年的锡矿山
因历史和技术原因，百年来遗留下7000多

万吨金属废渣未得到妥善处置， 其中砷碱
渣15万吨、野外混合砷碱渣60万吨，一般
Ⅱ类固废5200万吨，一般Ⅰ类固废2200万
吨，成为影响当地环境的“毒瘤”。砷碱渣所
含的砷具有易溶于水的特性， 极易造成大
面积剧毒污染， 砷碱渣的处理成为一道世
界性难题。

近年来， 冷水江实施锡矿山区域环境
治理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成立锡矿山
区域环境综合治理攻坚战前线指挥部，首

先重点解决废渣难题。 推进涟溪河等综合
整治工程，采用反渗透技术，将废渣与河流
和土层隔离，并用水泥加固，防止渗透。 引
进砷碱渣无害化处理新技术， 对现有生产
线进行技术改造；与中南大学、湖南有色金
属研究院等组成“产学研”技术团队，经过
数年攻关，完成了砷锑分离、砷碱分离、砷
酸钠干燥等三大关键技术的突破， 可将砷
碱渣全部回收利用。同时，锡矿山闪星锑业
牵头研发“有色冶炼含砷固废治理与清洁

利用技术”， 建成5000吨/年砷碱渣处理
线。 2018年， 锡矿山地区共产生砷碱渣
1359.3吨，处理砷碱渣2364.88吨，首次实
现了“不欠新账”目标。

截至去年底， 锡矿山地区已治理Ⅰ类
固废750万吨，占总量的34%；一般Ⅱ类固
废已累计实施治理项目14个， 治理废渣
3640万吨，占总量的70%；涟溪河民主桥断
面砷、 锑年均浓度值同比分别下降25.5%、
23.7%。

张家界：
二维码入会场

八项规定进心里
湖南日报2月20日讯（记者 宁奎）“这个二维码

电子书‘逮’得好。 ”在近日召开的张家界市纪委
全会上，一份印有二维码的《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政策摘编》会议资料受到与会者的热捧。

现场， 记者拿起手机对准二维码轻松一扫，
随即进入《政策摘编》电子书。 打开电子书，会议
活动、文件简报、经费管理、公务接待等16项分栏
分列，点击即可获取详细规定。 此举实现了“把政
策芯片植入手机、把纪律要求装进口袋”，极大地
方便了党员干部随时随地学禁令、知敬畏，督促
养成“把规定精神嵌入脑中”的行为习惯，自觉守
纪律、讲规矩。

信仰缺失 神灵不保
资兴查处一起参与封建迷信活动案件

湖南日报2月20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资
审君)“同意给予其党内警告处分。 ”2月中旬，资兴
市纪委常委会研究了该市旅游水上客运有限责任
公司总经理袁某违反政治纪律一案。 这是该市今年
处理的第一起违反政治纪律案件。

去年10月，资兴市纪委监委收到巡察办移交的
一条问题线索，反映作为中共党员的袁某在办公场
所搞封建迷信活动。 资兴市纪委立刻成立核查组，
到旅游水上客运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办公室实地
核查，发现袁某在其办公室确实摆放香炉，且香炉
中有燃尽的纸灰，墙上还挂着印有“神光普照”的围
巾。 随后，核查人员找袁某调查谈话，袁某认为自己
烧香敬神是出于公心，没有私利，只要向组织说明
清楚就应该没有多大关系。 经核查人员一针见血地
指出其问题， 袁某终于意识到自己身为中共党员，
动摇了理想信念这一安身立命之根本，违反了党的
纪律。

经查实，去年3月，袁某担任旅游水上客运有限
责任公司总经理后， 面对着东江湖旅游景区160平
方公里的湖面，想着自己公司每天几十或上百趟船
只往返于湖面上，袁某没有通过强化公司管理来确
保公司运行安全，而是每逢农历初一、十五在其办
公室烧香烧纸钱， 祈求神仙保佑公司平平安安、顺
风顺水，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影响。

临澧精准监督住房危改
湖南日报2月20日讯（通讯员 王明义 章剑波）

“违纪踩红线，虚报骗钱财，痛想悔不该……”这是
临澧县修梅镇高桥村党总支委员吴某因骗取危改
资金受到处分后，近日用自己的案例警示他人时说
的几句话。

2018年，临澧县危房改造对象为1253户，共计
打卡发放危改资金2100多万元，危改任务完成率达
100%。 至去年底，98%的危房户已入住新房。 今年
初，县纪委监委开展危改专项督查，发现及纠正问
题28个，问责13人，处理了一起虚报危改套取资金
案例。

1月中旬以来， 临澧县纪委监委对2018年
全县第三批四类重点危改对象 233户再度跟
踪，按照乡镇、街道总量30%至40%的比例进行
随机抽查验收。 县纪检监察室及各派驻组与驻
村干部下到村组，采取与村干部面对面 ，与危
改户直接对证 ，与群众直面访谈等方式，抽查
验收对象 83户，发现问题立即整改，确保危改
政策精准落实到户、惠及到人。“住房危改是社
会关注的‘热点 ’，我们纪检人就要深入调查 ，
不怕得罪人。 ”临澧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杜权
华说。

“感动新晃”
十大人物评出
湖南日报2月20日讯 (记者 雷鸿涛

通讯员 张家权 )“坪南村是我的第二个
家，我要让她更富裕、更幸福。 ”2月19日，
在新晃侗族自治县举行的2018年度“感动
新晃”十大人物颁奖典礼上，驻凉伞镇坪
南村扶贫队队长王经宇的一句话，赢得现
场近2000名观众的掌声。

这次评出的“感动新晃”十大人物，除
王经宇外，还有姚炜雯、杨天波、张梅妃、
张文信、王群棋、杨慎英、黄启炜、杨添曾、
姚笑敏。 他们中，有36年一心为民的村支
书，有以村为家、以贫困户为亲人的扶贫
干部， 有遭遇苦难励志奋发的学生和干
部， 有长期扎根基层默默奉献的医卫、教
育、体育、电力等行业的工作者，还有3年
救起10多个落水者的见义勇为者。他们在
平凡岗位上作出了贡献，用凡人善举感动
了身边人，展示出新的时代精神风貌。

资阳区
线上线下送“春风”

湖南日报2月20日讯 (记者 邢玲 通
讯员 龚剑)“我正遗憾错过了现场招聘，不
料‘春风’刮到了网上。 通过线上发布求职
消息， 我收到了6家企业发来的面试通
知。 ”2月20日，刚参加完益阳市资阳区一
家企业面试的彭腾， 在区人力资源市场
QQ群里写道。

2月15日， 资阳区举办2019年“春风行
动” 大型招聘会，80余家企业共提供岗位
3000多个，吸引5000余人参加，近1500人达
成聘用意向。招聘会结束后，为进一步满足企
业用工需求和求职者需要，资阳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及时将“春风行动”搬到网上。
该局收集整理企业招聘信息，通过区人力资
源市场QQ群、 基层公共服务平台等上网发
布。求职者上网了解企业用工需求，自行发布
求职信息。短短几天，已有数十名求职者发布
求职信息，有10余人达成了聘用意向。

� � � �湖南日报2月20日讯 （记者 王晴 通
讯员 王琼 ）“争做人居环境整治的推动
者、宣传者、引领者和监督者！ ”2月20日，
在岳阳市君山区柳林洲街道濠河村服务
中心，在志愿者们响亮的倡议声中，君山

区以“呵护好一江碧水 深化农村‘空心
房’整治”为主题的村庄清洁行动启动。

为期半年的君山区村庄清洁行动，按
照“区主导、镇主责、村主抓、群众主体、各界
主动”的工作机制，成立由区委书记、区长负

总责， 相关部门为成员单位的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工作指挥部； 建立了区级领导联乡
镇、派工作队蹲村的工作机制，实现全区75
个村（社区）派驻人员全覆盖，重点抓好清理
垃圾、治理粪污、拆除“四房”、绿化村庄、规
范建房、长效保洁等10件事。 到7月底，全区
80%以上的行政村（社区） 要达到干净、整
洁、有序的目标。

湖南日报记者 曹辉 见习记者 彭婷
通讯员 刘盈盈

平均每年要用1吨米去做研发，要
出11万份测试报告； 每天需品尝约200
口饭，相当于日摄入10碗饭的量……这
是美的集团生活电器事业部首席产品
经理黄兵15年来的日常生活。 他说：“我
的初心就是做一个‘煮夫’，追求极致的
米饭烹饪工艺。 ”

今年 38岁的黄兵是长沙人，
2004年从湖南工程学院毕业后进入
美的电饭煲产品研发部。从一名普通
的实验员到研发部的一名工程师，再
到首席产品经理，黄兵将15年的青春
献给了一碗米饭。

“现在，一碗米饭好不好，我只要
闻一下就能判断出来，而且直觉能使
我马上判断出电饭煲哪个参数需要
修改，哪个环节需要优化。 ”15年的匠
心坚持， 让黄兵练就了一种独特的
“品饭”功夫。

在很多人的记忆中，柴火饭是最
美味的米饭。 一锅柴火饭需要经过小
火吸水、大火烧开、搅拌等多个过程，
不仅耗时，而且对火候要求严格。“电
饭煲是否能完成这个工艺？ ”为了解
开疑问， 黄兵与他的团队不断攻关，
仅仅为了试验内锅的涂层，就煮了上
千锅米饭。 为了让电饭煲在锅内可以
搅拌， 黄兵和同事们反复尝试后，转
向对气流进行研究，最终研究出让气
泡360度翻转的技术， 这在国内属于
首创。

如何将米饭煮出最佳口感？黄兵和
他的团队对全国各地消费者的需求和
生产的大米品种进行了调研，足迹遍布
全国24个省份、6大粮食主产区， 经过
1.5万公里的跋山涉水， 采集了2000多
个米种，全面分析了食品安全和营养成
分。 这些数据运用到电饭煲之中，就可
根据不同地区、米种、环境适配不同的
烹饪方法。

几年前，一篇描写中国人去日本

疯狂购置电饭煲的文章传遍了朋友
圈，也深深刺痛了黄兵的内心。“为什
么大家都愿意到日本买电饭煲？我们
的品质并不比日本差。 ”经过冷静思
考，黄兵认为，过去，日本产品在中国
市场建立了品牌，让国民对此有了很
强的认知。 经过黄兵和他的团队不断
实践，2015年， 美的集团在日本发布
了媲美日本顶级电饭煲的鼎釜IH智
能电饭煲，在日本家电界引发巨大反
响，《日本经济新闻》称其为“中国制
造之光”。

2016年， 黄兵又发布了美的真空
变压IH电饭煲，攻克了行业最难的可变
压力技术。 该电饭煲通过加压提高温
度，激发大米的甘甜黏糯，再通过骤降
压力，形成突沸，使煮出来的米饭蓬松
可口。 2018年， 美的舞动IH电饭煲上
市，该产品可实现米粒在锅内720度双
向翻滚沸腾，煮出的米饭更加香甜。

15年来，黄兵经手了60多个产品的
设计开发。“每个产品从设计、投产到上
市，就像孕育自己的孩子一样，倾注了很
多心血。 ”他说，每代产品最终都会退出
舞台，一个人、一个企业只有不断创新，
才能不被社会和市场淘汰。

发展生态农业 引领绿色发展

屈原管理区跻身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

冷水江破解锡矿山废渣治理难题
将百年沉疴“吃干榨尽”“变废为宝”

君山区开展村庄清洁行动

老百姓的故事

小车自燃 消防扑救
2月20日18时40分， 长沙市三一大道国防科技大学路段， 一台小车在行驶途中起火自燃。 附近的消防人员接警后随即赶到现

场实施救援， 3分钟后， 大火被成功扑灭。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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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青春献给一碗米饭黄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