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2月28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
讯员 曾翔）连续的低温阴雨天气，导致永兴
县2万亩蔬菜不同程度腐烂。 为了将损失降
到最低，永兴县派出农技人员深入15个大型
蔬菜种植基地，指导种植户抢收。

2月27日， 在永兴县湘阴渡街道湘阴
村的蔬菜种植基地里，农户们正在忙着抢
收改良的40多亩结球白菜。本来正是蔬菜
收成的好季节，可没想到遭遇一个多月的
阴雨天气，使原本一亩地可以收割4000公
斤左右的蔬菜，现在只能抢收到1000公斤

左右。“下雨下了个把月了，（白菜）让水泡
得损失很大，烂掉了很多。”湘阴村蔬菜种
植户李路根站在积满水里的田里，不住地
叹息。

据了解， 永兴县共种植有12.3万亩蔬
菜，目前虽只有2万亩腐烂，但不迅速采取行
动救灾的话，农户的损失会更大。为此，该县
一方面组织农业部门派出多个农技小组，深
入到各种植乡镇指导种植户及时采收。同
时， 调度商务部门人员帮助菜农对接市场，
畅通蔬菜销售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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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2月28日讯（记者 王晗 李国
斌 通讯员 魏文超）“‘星城快警’ 平台全面
启动！” 今天， 随着长沙市公安局相关负责
人发出指令，长沙31个“星城快警”平台开始
全面运行。每个快警平台配备1至2台警车，
2台警用摩托车，每班4名以上警力，装备79
式微冲、92式手枪等警用装备，同时配备钢
叉、齐眉棍等防暴处突装备，将实现屯警街
面、精准调度、快速反应、高效处置。

据介绍， 此次全面投入运行的“星城快
警”平台共31个，是在首批10个试点平台的基
础上，根据城区街面治安、道路交通状况，按
照“1、3、5分钟”的处置原则，进一步优化布点
而设立。其中，特警支队在火车站、高铁站等6

个重点部位设立快警平台，芙蓉公安分局、天
心公安分局、岳麓公安分局、开福公安分局、
雨花公安分局在辖区内各设立3个快警平台，
高新区公安分局、望城区公安局、长沙县公安
局、浏阳市公安局、宁乡市公安局在辖区内各
设立2个快警平台， 分别安排警力武装值守，
全面提升公安机关管控社会治安能力、 打击
暴恐犯罪能力、快速应急处突能力。

“‘星城快警’是完善公安机关快速反应
体系，防范处置严重暴力犯罪，深化警务机
制改革的重要举措。” 长沙市公安局主要负
责人表示，长沙公安机关将深化“星城快警”
建设， 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
度，以优异的成绩向新中国70华诞献礼。

长沙31个“星城快警”平台全面运行

湖南日报2月28日讯 （记者 陈昊 ）近
日，第四届国际地球科学与地质公园项目公
开会议在法国巴黎举行， 会上公布了2019
年申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名
单，湘西地质公园被正式列入。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副州长李平介
绍，被列入名单后，联合国世界地质公园评
估专家将于2019年第三季度来湘西地质公
园进行实地评估。如果通过评估，湘西地质
公园将于2020年被正式收录为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名录，将成为继老司城

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之后的第二块世界
级品牌。

湘西地质公园地处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主体部分位于吉首市、凤凰县、花
垣县、保靖县、古丈县、永顺县和龙山县，
园区总面积2710平方公里， 由7个景区组
成。园区以岩溶地貌景观为主体，以红石
林、寒武系金钉子和高原切割型峡谷群景
观为主要特色， 兼有典型的地质构造事
件、古冰川气候事件与古生物遗迹等诸多
地质现象。

湘西地质公园冲刺世界级品牌
入列2019年申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名单

湖南日报2月28日讯 （见习记者 张佳
伟）今日上午，记者从邵阳市召开的民营经
济发展暨创新发展大会上获悉，该市将通过
出台政策、提供优质服务、减轻企业负担等，
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湘南湘
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

据了解，去年邵阳市非公有制经济创增
加值1154.13亿元，比上年增长8.9%，占全市
GDP比重达64.7%；民营规模工业企业资产
总额达641.11亿元，比上年增长7.1%。民营
企业成为邵阳经济发展生力军。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
企业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促进民营经济
高质量发展，今天，邵阳市发布了《关于促进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办法（草案）》，征
求民营企业和社会各界意见，拟在创新发展、

要素保障、 市场准入等方面为民营企业提供
实实在在的帮助，支持民营企业做大做强。同
时， 该市要求各级各部门为民营经济发展提
供最优服务。在行政审批服务方面，将全面推
进“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改革，试
点推行新设商事主体“容缺登记”、建设项目
“容缺补齐”制度。纪检监察、公安等部门也将
发挥主责，提供优质营商环境。

邵阳市还将在税收、融资等方面减轻民
营企业负担。将进一步落实好国家减税降费
政策。 根据已出台的普惠性税收优惠新政，
经初步测算，今年将为民营企业减税7.74亿
元。同时，该市多家银行将推出多种贷款方
式，为民营企业、小微企业提供更好金融服
务。今年，中国人民银行邵阳市中心支行将
安排10多亿元支小再贷款、再贴现额度。

邵阳力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今年将为民营企业减税7.74亿元

湖南日报2月28日讯(记者 邢玲 )今天
上午，益阳市12家涉改机构正式挂牌。这些
机构分别是益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生态环境局、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农业农村局、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卫生
健康委员会、退役军人事务局、应急管理局、
市场监督管理局、扶贫开发办公室、行政审
批服务局。

据悉，机构改革后，益阳市共设置党政
机构47个，其中市委机构13个(纪检监察机
关1个，工作机关12个)、市政府工作部门34
个。今天集中挂牌的，是部分新组建及优化
机构。该市有关负责人表示，将按照中央和
省委要求，不折不扣完成好各项机构改革任
务，保持昂扬斗志，增强工作干劲，以真抓实
干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益阳12家涉改机构集中挂牌

湖南日报2月28日讯 （见习记者 唐曦
通讯员 廖承雄）“请有突出贡献的企业家到
主席台就座！”2月28日， 衡阳白沙洲工业园
举行经济发展大会，11名突出贡献企业家，
胸佩绶带走上主席台就座。这是衡阳白沙洲
工业园重商亲商氛围浓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衡阳白沙洲工业园高度重视企
业与实体经济，不断出台新举措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据介绍，2018年，白沙洲工业园
将用电均价从每度0.76元， 降到每度0.68
元，为企业节省成本2646万元。先后投入企

业扶持资金2亿元， 减免企业税收3010万
元，有力为企业发展“减负增速”。

去年， 园区内的富泰宏精密工业有限公
司入选“中国民营企业制造业500强”和“省民
营企业100强”，进出口额蝉联全省第一；南岳
电控（衡阳）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获批国家
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南岳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人凝血因子项目获评全省重大科技创新优
秀项目， 高强铝合金项目获评全省百大产品
创新项目； 长高森源电力设备有限公司获批
全省工业转型升级专项工作创新项目。

企业家坐上主席台
衡阳白沙洲工业园重商亲商氛围浓

湖南日报2月28日讯（记者 张福芳 通
讯员 石琛）“现在去政府办事， 不愁找不着
负责人了，一些需要领导签字拍板的文件也
可以第一时间得到处理。”2月28日， 看完刚
刚下发的《天心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建立
区政府领导AB角工作制度的通知》，长沙市
天心区政府一工作人员发出感慨。

“以往到政府办事，最怕领导不在，实行
AB角工作制度后， 可以通过补位有效解决
这个问题。”天心区政府办负责人表示。这一
工作制度在长沙各区县（市）级政府里尚属
首次。

什么是“AB角工作制度”？天心区政府
办负责人介绍，“所谓AB角， 即根据政府领
导职责分工，将所有领导成员分成多个补位

小组，每2名之间互为AB角，当一方因出差、
学习、休假、生病或其他情况，暂时不能履行
岗位职责时， 由另一方代行处理相关工作，
避免工作缺位，有效提高工作效能。通俗地
讲，就是A领导有事外出了，来办事的人可
以找B领导办理。”而代行处理相关工作，主
要是指出席有关会议，参加公务活动，处理
上、下级来文、发文等公文事宜和其他临时
公务及突发事件。

《通知》也明确提出，互为AB角的区政
府领导原则上不同时请假、 休假或外出，确
因工作需要同时外出不能互替的，请示区长
或主持工作的常务副区长，协调在家的其他
区政府领导代行职责，确保政府工作协调有
序开展，提高工作效率。

天心区政府领导首试“AB角工作制度”
一人不在岗另一人补位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雷鸿涛
见习记者 李夏涛

2月28日， 记者走进新晃侗族自治县鱼
市镇华南村，看到不少稀罕事。如以前经常蓬
头垢面的村民吴承增， 现在学会了打领带；
90后村民吴树辉看见路边有烟头，会主动捡
起来。

在71岁的村民吴敬福家门口， 入户道路
和前坪干干净净，看不到垃圾。走进厨房，餐
具摆放整齐有序。在卧室，被子折叠得四四方
方。

今年春节， 吴敬福的儿子吴承杰从珠海
回来， 发现卧室里多了一个垃圾桶。“现在村
里对卫生的要求，比城里还严格。”吴敬福告
诉儿子，烟头、瓶子等垃圾不要乱扔，收集后
可拿到村里的“垃圾银行”，兑换食盐、洗衣粉
等生活用品。吴敬福已兑换4次，家里吃的盐
都是兑换来的。

华南村系省级深度贫困村。 去年3月，湖
南日报社派出扶贫工作队驻村帮扶。

华南村民风淳朴， 但乱扔垃圾现象较普
遍。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戴勤介绍，扶贫工作
队以创建美丽乡村为抓手， 结合新晃开展的
农村“清爽”工程，于去年5月在村里设立了新
晃首家“垃圾银行”。引导村民将烟头、纸箱、
矿泉水瓶、易拉罐等生活垃圾分类整理，存进

“垃圾银行”，兑换米、面、油、盐、洗衣粉等。村
里制定了“垃圾银行”兑换制度，并设立了5处
兑换点。

同时，村里开展“文明卫生小组”“文明卫
生家庭”评选活动，在每家每户门口贴上“家
庭‘三包’责任公示牌”。通过制定村规民约，
严禁垃圾乱倒乱放。每月开展检查和评选，并
与联组村干部建立利益连接机制，有奖有罚，
奖惩分明。

“垃圾银行”设立之初，一些村民不理解。
扶贫工作队和村支两委发出号召， 党员干部
带头示范，引导村民搞好环境卫生，并养成垃
圾分类处理习惯。

村民吴金梅习惯将垃圾扔到门前水沟
里，“垃圾银行”设立头个月，她存进“银行”的
垃圾很少，在当月“文明卫生家庭”评选中居
于末位。看到其他村民家挂起了“文明卫生家
庭”牌，还用垃圾兑换了米、油等物资，吴金梅
既羡慕又羞愧。第二个月，她不仅主动将自家
垃圾分类存进“垃圾银行”，还当起了“垃圾银
行”的宣传员。

村民吴承增是个单身汉，以前很少注意环
境卫生。 驻村扶贫工作队副队长袁礼成说，大
家在给吴承增做思想工作的同时，带他去卫生
较好的村民家参观。吴承增深受启发，慢慢改
变不良生活习惯， 现在不但注重环境卫生，还
开始注重个人形象。前不久，吴承增身穿新衣、

打着领带来到村部，让大家刮目相看。
“以前路边、山边、房前屋后到处是垃圾，

现在基本看不到了。”村民姚春兰不仅把自家
房前屋后打扫干净， 在公共场所看到垃圾也
会捡起来。

为确保村“垃圾银行”顺利办下去，扶贫工
作队每年安排3万元专项资金， 作为生活垃圾
处理专项工作经费。目前，村“垃圾银行”已收
集生活垃圾1000余公斤， 兑换物资价值1.2万
元。 过去， 村里每年垃圾清运费需要6万元左
右；成立“垃圾银行”后，清运费减少了一半。

“垃圾银行”惠民生，乡风文明面貌新。如
今在华南村，基本实现了公共场所整洁、房前
屋后干净、 个人面貌清爽。“村里水泥路和各
个院落整洁干净，人也变得精神多了。”谈起
村里的变化，脱贫户吴日中深有感触地说。

“‘垃圾银行’提振了村民精气神，助推了
乡村‘清爽’工程建设，激发了村民脱贫内生
动力。”村党支部书记吴兆权告诉记者，去年，
华南村实现整村脱贫出列。今年初，华南村被
评为省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

湖南日报记者 王晴 通讯员 王琼

2月27日， 在岳阳市君山区野生荷花世
界，沈容把最后一批湖藕通过电商平台销到
了广州君山商会。她高兴地说，君山湖藕不
仅远销北上广，今年还成为了香港餐桌上的
香饽饽。

君山区是典型的鱼米之乡，种莲历史悠
久。今年41岁的沈容对莲情有独钟。从小生
活在荷塘旁的她，撑小船、抓小鱼、采莲蓬、
挖湖藕，都是儿时的拿手好戏。工作后的一
次回乡，让沈容震惊了：连片的荷田不见了，
田里都长满了杂草； 莲子原产品卖价太低，
村民不想种植莲子。沈容萌生了要发展湘莲
产业、带领乡亲共同致富的想法。

经过和家人的沟通，已是一家上市公司
中层管理人员的沈容，作出一个决定：放弃
高薪、回乡创业，依托君山区野生荷花世界
发展湘莲产业。

2014年，沈容成立了岳阳市君山区红兴
种植专业合作社。在开发湘莲的同时，她还
引进一些中药材新品种试种，带领那些没有
水田、只有旱田的农户种植防风、前胡、黄精
等中药材。

然而，创业路上并不是一帆风顺。沈容
第一年种植药材面积130亩，投入28万元，主

要种植防风和前胡。正当收获的季节，出现
了连续大暴雨， 直接经济损失近20万元。从
哪里摔倒就从哪里站起来。不服输的沈容利
用一切空余时间，跑去向湖南农业大学教授
和湖南省农科院的专家请教， 拜师学艺。
2017年，在君山区的政策扶持下，沈容又承
包了200多亩地， 在君山区红兴种植专业合
作社的基础上注册了岳阳嘉联生态农业有
限公司。

带着乡亲们撸起袖子加油干，让生活都
变得越来越富裕祥和。这就是沈容放弃高薪
自主创业的初衷，也是她努力的方向。许市
镇金盆村八组的金文强，患小儿麻痹症留下
后遗症，母亲因糖尿病和白内障等病症导致
双目失明， 全靠66岁的老父亲一人扛着。沈
容经常抽空去看望他们， 送一些生活用品，
并指导种植莲子，承诺以后他家莲子全部以
高出市场价收购。光莲子这块，金文强家年
增收超过2000元。

现在，岳阳嘉联生态农业有限公司逐渐
发展为以君山湘莲为核心，防风、前胡等为
重点，进行规模种植、初级加工和销售，按照
“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贫困户）”的产
业化发展模式，为农户提供优质种苗、技术
指导与培训、保护价收购等，带动200多户农
户增收。

益阳查处
一家“黑物业”

罗某某等5人被依法批捕

湖南日报2月28日讯 (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陈丛笑)近日，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
寻衅滋事罪，对罗某某等5人依法批准逮捕。

经初步查明，2015年， 罗某某等5人成立
了一家“物业公司”。在既未获得政府相关批
文、 又未与业主委员会签订物业合同的情况
下，该“公司”自2015年8月起，在赫山区龙光
桥街道某社区强揽物业服务， 采取殴打、威
胁、辱骂、垃圾堵门、停水等方式，强行收取到
该社区买房入住的外来住户及商户的物业管
理费，并采用各种手段垄断水、电、燃气市场，
强制收取远高于市场价格的开户费。 其团伙
成员数次殴打他人并致轻微伤， 并多次实施
其他违法犯罪活动。

目前，该案在进一步审理中。

新田警方
抓获“蒙面大盗”
湖南日报2月28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

员 乐剑平）今天，记者从新田县公安局获悉，
该局破获系列蒙面入室盗窃案。

去年8月2日深夜，该县龙泉镇发生一起入
室盗窃案，民警调看监控视频发现，嫌疑人作
案时戴着头套，只露出眼睛，作案后迅速消失
在监控盲区。此后，该县发生多起作案手法类
似的入室盗窃案。

新田县公安局侦查认为多起蒙面入室盗窃
案为同一人所为，成功锁定嫌疑人邓某。然而，邓
某居无定所， 行踪诡秘， 多次搜寻无果。2月20
日，民警获悉邓某可能出现的线索，实施布控。2
月24日上午，民警连续蹲守4昼夜后，将邓某抓
获归案。经讯问，邓某对去年8月以来作案10余
起的事实供认不讳。民警还顺藤摸瓜将帮邓某销
赃的欧某抓获。目前，邓某因涉嫌盗窃罪、欧某涉
嫌销赃罪，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情归“荷”处

2万亩蔬菜受灾 永兴全力组织抢收

抓农时
备种忙

2月28日，嘉禾县行廊镇
农贸市场， 农民朋友在选购
种子。 时下正是春耕备播季
节，该县农民抢抓农时，纷纷
选购化肥、种子、农药等农业
生产物资，忙着备种备播。

黄春涛 摄

不存票子“存”垃圾 不给利息给用品

华南村“垃圾银行”生意兴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