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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 � � � 湖南日报6月24日讯 （记者 周俊 见
习记者 邹娜妮 通讯员 王友专 ）6月22
日，为期2个月、行程1426公里的“同心美
丽乡村娄底行” 活动在双峰县落下帷幕。
该市500多名民主党派、 工商联会员、新
阶层人士代表，分批次对13个同心美丽乡
村进行走访调研，探索乡村振兴新路径。

近年来，围绕“同心美丽乡村”建设目
标，娄底充分发挥统战优势，广泛调动民
营经济主体、民主党派、农技专家等群体
加入乡村建设，实现专项服务、行业帮扶
与社会力量的互补互促，形成助力乡村发

展的立体格局。
娄底通过开展“大走访”“大调研”活动，

组织统一战线成员开展生态环境专项治理、
农村宅基地管理等相关专题调研10余次，为
乡村发展献计献策；深化“民企联村”行动，
出台奖励办法，从资金扶持、项目服务、政策
引导等方面给予全面支持，通过民营企业在
产业扶持、吸纳就业、技能培训等方面优势，
带动贫困群众自力更生，将土地和劳动力转
化为经济优势；开展“引老乡、回故乡、建家
乡”“一家一助学就业”“千侨帮千户” 等活
动，整合民主党派优势，推进乡村人才培养、

文化繁荣、就业增收。
通过“同心美丽乡村”建设，双峰县梓

门桥镇采取“公司+基地+合作社+贫困农
户”模式，建成脐橙基地，种植2100多亩红
心脐橙， 委托帮扶3900多名贫困群众，实
现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脱贫。 冷水江市铎
山镇眉山村， 发展乡村旅游和特色产业，
形成以葡萄种植、生猪养殖和纯净水厂为
主的三大支柱产业, 人均纯收入从不足
600元提升至2万多元。 民建会员姜冬兵
建设泽宏农业生态园，将贫穷闭塞的炉竹
村打造成集农耕科普、亲子互动、娱乐休

闲、赏花漫步于一体的美丽乡村。
娄底2018至2020年计划创建省、市、

县级“同心美丽乡村”50个，目前已成功创
建26个，这些建成村，不仅实现了村容村
貌大变样， 村民生活品质也得到极大提
升。

� � � �湖南日报6月24日讯 (见习记者 彭婷
通讯员 胡宁 史菲)6月21日，走进湘潭昭山
示范区湖南健康产业园医学医疗医药创新
中心项目工地，记者看到，综合楼、研发楼、
院士楼依势而起，3栋大楼正加紧施工，现场
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场景。这是昭山示范区
着力推动产业项目建设的一个缩影。

今年，昭山把产业项目建设作为加快园
区发展的重要抓手，利用地处长株潭“绿心”
的优势，围绕文化旅游、健康养老、总部经济

等主导产业精准出招，全年铺排重点项目46
个，计划完成投资80亿元，今年前5个月已完
成投资33.75亿元，完成目标任务的42.18%。

为确保项目顺利推进， 昭山推出了
“区领导联点、责任单位负责、一抓到底”
的工作机制。每个项目明确一名联点区领
导和一个责任单位，联点领导对项目进行
指挥调度，及时协调解决困难问题；责任
单位主动当好“服务员”，对项目全过程跟
踪服务， 并根据需要确定若干配合单位，

全力为产业项目“保驾护航”。
同时，昭山还创新项目建设督查考核

方式，实行“月度讲评、季度考核、年终总
结”的考核方式。 由区重点办、督查室、城
乡建设管理部等组成督查小组，不定期到
重点产业项目建设工地开展督查，并在当
月召开的办公会上进行通报和讲评；每个
季度， 考核领导小组会综合3个月的讲评
情况，对责任单位在建设进度、税收贡献、
交办事项、工程质量、安全生产、日常管理

5个方面实施百分制考核， 将季度评分情
况纳入年度绩效评估。

正是在这样你追我赶的氛围中，昭山
示范区产业项目建设风生水起：昭山城市
海景水上乐园室内、室外50多项水上游乐
设施同步对外开放；湖南惠景生殖与遗传
专科医院、山市晴岚文化旅游小镇、七星
樱悦田园等加快建设……今年1至5月，该
区完成地区生产总值16.2亿元，产业项目
建设助推园区迈入了发展“快车道”。

溆浦：
天亮就行动
灾后抓恢复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张礼俊

6月24日上午8时许，溆浦“6·22”洪灾才过去一天，
记者来到溆浦县城长兴路，望着背着书包去上学的学生、
赶公交上班的上班族、正常的经营商铺，看上去是那么安
宁、祥和，生产、生活秩序井然。 谁也想不到，这里刚刚经
历过洪灾的袭击。

从6月20日至23日8时，溆浦县普降大到暴雨，全县
大部分溪河水位迅速上涨，洪峰经过县城时，最高水位达
156.49米，超警戒水位1.49米。 县城多处低洼路段进水，
灾情较为严重。

“天亮就行动，灾后抓恢复。 ”23日凌晨4时30分，洪
水消退后，溆浦县委、县政府向全县发出灾后恢复通知，
要求全县各级各部门将正在开展的“不忘初心、 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与灾后重建结合起来，在恢复家园的行动中
践行初心使命。

水退人进。 6月23日凌晨5时，天刚蒙蒙亮，由县住
建、卫健、卢峰镇等单位党员干部、环卫工人组成的300
多人的清扫队伍， 来到县城主要街道， 拉开了灾后恢复

“大会战”的序幕。清理街道上的淤泥、垃圾、断枝残叶，冲
洗人行道和马路，晨风吹拂中，仍有丝丝寒冷，但党员干
部们头上冒出了滴滴汗珠。

上午9时许，县直机关党员干部组织了一支近400多
人的“灾后清洁大军”，带上铁铲，卷起裤腿，踏进厚厚的
淤泥中， 分成多个小队在洪水入侵的各个街道角落开展
清理工作，用铁锹铲掉淤积泥沙，用水泵冲洗，用扫帚清
扫。居住在附近的群众看到党员干部干得热火朝天，也纷
纷加入到清理淤泥的队伍中。

“看到干部们都在搞清理，我也忍不住过来帮忙。”家
住幸福社区70岁的居民张春泉说。 当天，众多的社会志
愿者也参与了本次清淤行动。经过干群一整天的劳动，县
城大街小巷被清理干净。

为确保大灾之后无疫情，溆浦县卫健局、疾控中心迅
速组织防疫队伍，于23日8时起，对城区浸水区域开展防
疫消毒工作。

县城在行动，乡镇也在全力恢复家园。 大江口镇、思
蒙镇等受灾乡镇迅速开展集镇清淤“大清扫”行动，帮助
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活。

家住县城东风社区有跑步习惯的老人张瑞阳路过警
予西路时，他惊喜地发现，昨晚路过时还是一片狼藉，如
今洪水退去，街道也被清洗得干干净净。“真没想到一夜
之间街道就干净如洗了，我县的党员干部好样的！ ”张瑞
阳伸出大拇指夸赞道。

慈利禁毒宣传教育
进校园

湖南日报6月24日讯(记者 宁奎 通
讯员 覃文波)“我承诺牢记吸毒危害，保
持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珍爱生命，远离
毒品……”6月24日上午， 伴随着慈利县
零阳镇第一完全小学3000余名师生的
庄严宣誓， 把该镇今年国际禁毒日主题
教育活动推上了高潮。

学校毒品预防教育工作是禁毒工作
的基础工程， 在第32个国际禁毒日即将
到来之际，零阳镇以“健康人生，绿色无
毒”为主题，为该镇第一完全小学师生上
了一堂“禁毒第一课”。

活动通过图片展示、宣讲、禁毒倡
议签名等形式， 高度调动了学生的兴
趣，让学生初步了解毒品的种类，特别
是新型毒品的危害， 教育广大青少年
如何抵制诱惑，远离毒品，引导大家树
立正确的人生观， 同时动员大家在了
解毒品危害的基础上， 向身边的亲朋
好友积极宣传。

据悉， 该镇将长期开展禁毒宣传
教育活动，坚持教育形式多样化，把禁
毒教育引向深入。“要从自我做起，积
极参与到禁毒宣传中来。 ”该校五年级
学生吴嘉亮对记者说，“这次活动让我
了解到更多的毒品知识， 毒品其实离
我们并不远，我们要时刻提高警惕。 ”

5支专业服务队进楼宇
岳麓区平均每月入驻楼宇企业80家

湖南日报6月24日讯 （记者 郑旋 通讯员 张盼）在
今天举行的长沙市岳麓区推进“产业发展年”“营商环境
优化年”暨楼宇经济区域价值推介活动启动仪式上，5支
全新组建的律师、楼宇、网格、共青团员和金融服务队负
责人接过授旗，他们将结合各自职能深入该区楼宇为入
驻企业提供更深、更精的服务。

近年来，岳麓区大力发展以现代服务业为特色的楼
宇经济，推行重点楼宇“楼长制”工作机制，选派22名区
级领导担任22栋重点楼宇楼长， 在楼长统筹负责下，派
驻“六位一体”工作人员，明确“一联二帮三到位”楼宇服
务模式，全面建立标准化、规范化、信息化的楼宇服务站，
围绕企业入驻、工商注册、企业培育、专业咨询、楼宇运
营、配套服务等方面进行全方位服务。

“岳麓区现吸纳各类优质总部企业约100家，楼宇企
业入驻以平均每月80家的速度不断攀升。 ”岳麓区现代
服务业发展中心主任龚常介绍，今年，岳麓区将力争引进
楼宇企业500家以上，区域总部企业30家以上，打造亿元
楼宇1栋以上，5000万元楼宇2栋以上， 实现企业满意率
95%以上。

接下来，除派出5支专业服务队进一步深入楼宇外，
岳麓区还将通过“岳麓企业家精神”“服务出来的优质营
商环境”“岳麓楼宇的磁场效应”等系列主题宣传，岳麓区
楼宇联展、寻找岳麓区新十大楼宇和特色楼宇、发布湖南
省首次楼宇经济发展指数等主题活动，助力岳麓经济高
质量发展。

� � � �湖南日报6月24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唐春晖 戴军 廖思思）“清峻亭接
通水电后，我就再不用扁担挑水上山啦！”6
月21日上午，深圳市信维公益基金会捐资
15.7万元，着手安装清峻亭的水电工程，家
住衡阳县曲兰镇前进村的“中国好人”邹玉
祥，很快就可以放下扁担歇歇脚了。

清峻亭， 位于衡阳县曲兰镇前进村
陡桶岭， 是衡娄两地村民互通贸易的重
要歇脚塞道，往来的人通常在这里歇息。

为了给路人解渴， 从邹玉祥的爷爷邹高
任开始，百余年来，邹氏人家代代相传，
义务为人挑水煮茶、守亭护路，诠释着一
段“真水无香”的传奇。2017年，邹玉祥荣
登中国好人“诚实守信榜”。

邹玉祥说，从1996年开始，他从叔父
邹凡轩肩上接过扁担，一挑就是23年。现
在，他平均每天还要挑3担水，每担40公
斤左右，每天上下1100米高的清峻亭3个
来回。 每逢雨雪天，山路湿滑，老人不知

摔了多少跤，坏了多少桶子，胳膊肘和手
都蹭破了皮。

去年11月上旬， 衡阳市义工协会和
深圳市建辉慈善基金会主动牵线搭桥，
深圳市信维公益基金会捐资帮助修建引
水工程。村党总支书记邹品红介绍，村里
将利用这笔资金， 在前进村进冲组的一
口水井旁修建一个新蓄水池， 容量10立
方米，沿山上铺设管道1200米，用高压水
泵引水上山。 并在清峻亭内修建一个小
型蓄水池，方便过往路人用水。

邹玉祥说，再过50天，清峻亭上通了
电，有了水，过往的路人除了有开水和热茶
喝，还有自来水洗脸、洗手、洗脚，真好！

岳阳物流产业
发展研究院设立

湖南日报6月24日讯（见习记者 吴
广 通讯员 金慧莉） 在今天召开的岳阳
市打造千亿现代物流产业推进会上，岳
阳市委副书记、市长李爱武，为岳阳物流
产业发展研究院授牌， 这标志着该市物
流产业发展迈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
第一步。

近年来，岳阳市委、市政府立足区位
优势，构建“公铁水空”立体交通网，着
力把现代物流打造成岳阳第3个千亿
产业。 头顶“全国现代物流创新发展试
点城市、 国家第二批多式联运工程示
范城市、 国家港口型物流枢纽承载城
市”等桂冠的岳阳，目前已设立现代物
流产业发展基金、 物流产业发展财政
引导资金，成立物流产业发展研究院，
开放平台优势凸显。

推进会还为岳阳特聘的21名物流
专家、学者颁发聘书。 与会专家集思广
益，形成共识：岳阳将以“政府主导、研
究院引领、企业承建、资源整合、市场
操作、社会联动”为原则，利用云计算、
大数据，构建“互联网+智慧物流”的大
物流系统；利用“政校企”协同作战，研
发物流高新技术， 以实现传统物流升
级换代，物流企业提质降本增效，确保
到2020年将现代物流产业打造为岳阳
第三个千亿产业。

娄底画好乡村振兴“同心圆”
已创建26个“同心美丽乡村”

昭山产业项目建设风生水起
今年前5个月完成投资33.75亿元

爱心组织为1100米高的清峻亭安装自来水

挑水上山的日子将成历史

呦呦鹿鸣 助农脱贫
6月24日，桂东县沤江镇青竹村梅花鹿养殖基地，饲养员在给梅花鹿喂食。 该村曾是省定贫困村，近年通过发展休闲旅游、黄桃

种植和梅花鹿养殖等特色产业，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如今成为湖南省脱贫攻坚示范村。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李秉钧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廖文

6月23日晚8时左右， 记者在外采访
后返回，途经沅江市草尾镇大富村，看到
一个摩托车队，警灯闪烁。 出了什么事？
记者正诧异， 一旁村民李建军说：“这是
我们附近几个村的辅警在夜巡呢。 有了
他们，睡觉都踏实些。 ”

车队驶近，记者将其拦下，同他们攀
谈起来。这是一个标准的警用摩托车队，
共有5人，个个身穿制服，其中一人为民
警，其余4人为农村辅警。

一名年长者向记者介绍， 他叫贺孟

保，做了20多年协警，已近退休年龄。 今
年初，益阳启动“一村一辅警”工作，他就
到大富村当辅警。摩托车夜巡从今年3月
开始，巡查区域为附近4个村，大小路段
都要去，尤其是村民生活集中的地方，每
晚巡查时间为3至4小时。

“这个事确实搞得好！ ”贺孟保刚说
完， 村民李建军接过话来，“现在村里不
但治安好了很多， 有突发情况处置得也
快。 ”李建军说，邻近一个村，省道上晚10
时多出了车祸， 辅警巡逻车队第一时间
赶到，安置伤者，疏导交通。 码头村有村
民发现家中摩托车被盗，向辅警反映，临

近几个村立刻联动，各位辅警分头追踪，
很快找回了被盗摩托车。

听了李建军的话，带队的民警笑了。他
叫陈朝辉， 是沅江市公安局草尾派出所所
长。 他说，“一村一辅警”工作启动后，考虑
到农村情况复杂，他找到各村的村干部，希
望村里出钱购置警用摩托， 以升级装备提
升辅警服务能力。“所有村都很高兴地答应
了，他们说这本来就是服务村民的好事。 ”
陈朝辉将全镇20个村分为5个片区，每片区
一名民警带队，4名辅警参与， 形成联动机
制。这项举措大大改善了农村治安环境。车
队夜巡至今已有3个月，全镇接处警不到40
起，而去年同期接处警接近90起。

介绍完情况，陈朝辉又领着车队，继
续穿行在乡村田野。

摩托车队夜巡 村民睡得踏实

� � � �湖南日报6月24日讯 （记者 张颐佳
通讯员 段立新）6月20日， 一场防风险、
除隐患的火灾救援演练在长沙市开福区
洪山街道举行，根据演练预案，相关人员

迅速到位，几十秒就成功处置了火情。
据悉，即将迎接中非经贸博览会贵

宾的长沙圣爵菲斯大酒店和湖南国际
会展中心均坐落于开福区， 届时将有

1400余名非洲朋友莅临展会。 为全面
保障盛会的顺利召开， 开福区高度重
视,多次召开协调会缜密安排。 同时，加
强日常执法管控，多个单位对处置突发
情况进行实操演练，以实际行动为盛会
保驾护航。

开福区举行火灾救援实操演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3
二等奖 16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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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552 1040 57408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2037 173 352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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