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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湖南日报7月17日讯 (记者 徐荣 通讯
员 曾佰龙)7月17日，为期3天的2019小镇中
国(湘潭)发展大会在湘潭拉开序幕。湘潭市
正在推进十大现代农业示范园、特色小镇和
城乡环境基础设施等三大项目建设，一个个
示范园和特色小镇呼之欲出,受到与会嘉宾
的称赞。

盛夏时节，记者走进湘潭市岳塘区盘龙
生态小镇，荷花园里品种不同的荷花开得正
艳，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赏。在湘潭，像这样
的生态特色小镇有10多个。去年以来，湘潭
市现代农业示范园按照“三园一体”(现代农
业产业园、科技园、创业园和田园综合体)的
建设要求， 定位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平
台。十大现代农业示范园规划区面积为47万

亩，核心起步区面积为16万亩。到2020年实
现基本完成核心起步区建设，形成示范效应
和带动效应。 该市特色小镇建设同步进行，
正逐步实现生产、生活、生态三“融合”。

在城乡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湘乡市
乡镇污水处理设施项目采用3P方式建设，韶
山市建筑垃圾处理项目采用特许经营授权
的方式建设。两个项目将在这次“小镇中国
发展大会”上签订框架协议。项目建成后，将
大幅度削减农村生活污水垃圾造成的环境
污染，保护好绿水青山。

目前，湘潭市特色小镇建设今年已完成
年度计划投资的51%，6个特色小镇基本明
确了投资主体。十大现代农业示范园自去年
创建以来，至今已成为湘潭市产镇融合的载

体、 产业发展的高地和农村改革的示范田。
同时，成功引进了正大集团、北马峰、金景丰等
一批具有高增长潜力的重大项目。该市的梅林
桥、天马、碧泉潭现代农业示范园，湘乡市的东
郊、泉塘、白田现代农业示范园，韶山市的银田
等十大现代农业示范园成为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的样板。湘潭县花石湘莲小镇，湘乡市水
府水乡小镇、岳塘区盘龙生态小镇等特色小镇
正成为湖南全域旅游的“新引擎”。

湖南日报7月17日讯 （记者 周勇军 通
讯员 万传文 毕冬梅）“感谢纪委没有放弃
我，在受处分后加强对我的教育管理，使我
从阴霾中走了出来。这次县里干部调整，
我还得到提拔， 我一定在新岗位上好好
干……”7月15日，澧县甘溪滩镇政协联络处
主任覃优胜在新班子分工会上，有些激动地
说。

2017年4月， 因镇里养殖业存在污染环
境问题， 当时分管环保工作的镇党委委员、
镇武装部部长覃优胜被县纪委问责，受到党
内警告处分。覃优胜过去分管的工作几乎年
年都是先进，这次受了处分，他觉得无脸见

人，有些意志消沉。纪检部门的同志多次找
他谈心谈话，鼓励他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
起来。覃优胜重振精神，扎实抓好禁养区畜
禽养殖场退养工作，并在适养区推广循环养
殖，环评很快达了标，覃优胜也被提拔为镇
政协联络处主任。

“对受处分的党员干部不搞‘一处了
之’，而是‘拉一把’‘扶一下’，让他们在组织
的关爱中真正认识错误，重塑自我再出发。”
澧县县委常委、 县纪委书记江毅告诉记者，
近年来，县纪委监委认真抓好纪律处分“后
续工程”，效果明显。从去年至今，共回访教
育受处分党员干部151名，因人施策，使其正

视问题、汲取教训、奋发前行。对表现突出
的，积极推荐使用，让他们在新的岗位上更
加努力干好工作。去年5月，码头铺镇纪委书
记周义在处理信访举报件中失职失察、履职
不力，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并被免职。县纪委
在严管“自己人”的同时，也及时做好后续教
育帮扶工作，帮助周义重新“站起来”。今年7
月上旬，县委进行干部调整，周义因业绩突
出，被任命为王家厂镇党委组织委员。

近一年多来，县里进行了两次规模较大
的干部调整，覃优胜、周义等11名现实表现
突出的党员干部在处分期满后，得到重新使
用或提拔重用。

通讯员 吴佩志 湖南日报记者 朱永华

近日，受台湾同胞李西原家属和湘西亲和
力旅行社委托，凤凰县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张寒
烟一行3人，赶到凤凰县禾库派出所，送上了一
面写有“大爱跨海峡 骨肉情谊深”的锦旗。

锦旗的背后是一个生死救援的感人故事。
去年5月24日， 台湾新北市芦洲区灵数

研究会会长李西原一行9人，来到仰慕已久的
凤凰古城。

第二天，他们在导游的带领下，来到凤凰
县禾库镇观赏尖朵朵瀑布。 尖朵朵瀑布瀑高
236米，为中国落差最大的瀑布之一。远看尖
朵朵， 恰如一条白练从悬崖处甩下， 声若巨
雷，蔚为壮观。

走近尖朵朵， 必须沿着陡峭的数百级台
阶下到悬崖底部。 李西原手拿相机， 边走边
看，边看边拍。突然，他一脚踩空，不慎滚下
30余米高的陡坡，顿时不见了踪影。眼前的
一幕， 把同行的人吓坏了。 他们一时束手无
策，向下呼喊李先生也毫无回应。无奈之下，
同伴们只好拨打报警电话。

警情就是险情，时间就是生命。
禾库派出所接到报警电话后， 时任所长

李衡超当即带领龙胜、田和军、龙宇3位民警，
火速驱车前往， 并联系镇医院迅即派人赶赴
现场。李西原跌落的山崖近乎垂直，有30多

米高，崖坡上布满了荆棘杂草，李衡超一马当
先，蹚开荆棘，拨开草丛，带领救援人员一步
步靠近被困者。

躺在草丛中终于被发现的李西原因为多
处受伤，已经气息奄奄、不住呻吟。医生吴起
亚对他进行了简单的包扎处理， 接着众人将
其抬上救援担架。 然后一行人钻草丛， 攀绝
壁，一步步抬着伤者下山。

经全面检查诊断，李西原为锁骨骨折，多
处软组织挫伤。为了让李西原得到及时救治，
禾库卫生院医生当即建议将病人转至凤凰县
人民医院。当日下午，县人民医院组织精干医
护人员给病人进行治疗。

26日上午，在征求家属意见后，李西原转
入湘西州人民医院外科治疗。 由于病情不断
恶化， 李西原随即转入重症监护室。 州旅游
局、侨务办负责人接到情况报告后，立即组织
工作人员到医院前来看望慰问， 安排工作人
员全程陪同检查。

经过近半个月的治疗后， 李西原的病情
基本稳定，在家属陪同下顺利返回台湾。

“这次大陆旅游观光， 虽然遭遇意外不
幸，但我们一直感受到浓浓的同胞之情……”
这是事后李西原不断念叨的话。 他几经辗转
联系到当时的旅行社， 并再三叮嘱要以适当
形式表示一片感激之情， 于是就有了这面跨
越海峡凝聚同胞大爱的锦旗。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邓玉洁 董慧 王卫

7月17日清晨， 在祁阳县人民医院住院
的该县中医医院保卫股工作人员唐志强，病
情刚好转就申请回到防控登革热一线工作。
14天前， 唐志强在防控登革热喷药灭蚊时，
不慎被草丛中的毒蛇咬伤，命悬一线。县里
的医护人员开展了一场与死神赛跑的“竞
赛”，终于将其生命从死神手里“抢”了回来。

祁阳县去年爆发的一场登革热疫情，至
今令人心有余悸。 登革热主要依靠蚊虫传
播。为了防范疫情再次发生，今年祁阳县加
大了防范力度，成立了灭蚊组。唐志强是祁
阳县中医医院灭蚊组的一员。

尽管唐志强穿的防护服很薄，但每天连
续10多个小时在各小区、 农村喷洒灭蚊药，
还是热得汗流浃背。

7月3日正午烈日当空。唐志强等人正在该县

浯园社区金桥建材市场安置小区灭蚊，这里人多
环境复杂，蚊子多，且常有毒蛇出入。然而由于专
注工作，唐志强没有太在意周围的意外变化。

15时40分左右， 唐志强突然感到头晕，
他以为是中午没休息的原因， 没太当回事，
继续喷药灭蚊。

可是，不一会儿，唐志强感到呼吸困难。
在场的同事们见状，立即把他送到县中医医
院综合内科。

值班医生发现唐志强的防护服左腿部
位疑似被动物咬穿， 初步诊断为毒蛇咬伤。
16时30分，唐志强被紧急转院到祁阳县人民
医院毒蛇咬伤救治中心。

由于耽误了最佳救治时间，这时，唐志
强出现四肢乏力麻木、 睁眼和吞咽困难、呼
吸急促、心率增快等症状，情况越来越危险。

医生检查发现，唐志强左小腿胫骨前侧
有毒蛇牙痕，考虑重型银环蛇咬伤，马上给
唐志强注射了抗银环蛇血清。

然而17时，唐志强呼吸困难加重，双眼
无力睁开。不久，发展到呼吸衰竭。

医护人员立即将唐志强转入重症监护
病房，插上呼吸机辅助呼吸，再次注射6支抗
银环蛇血清，辅以对症治疗。

同时，祁阳县人民医院院长李安清请省
里的专家前来会诊，医院进行全力抢救。

21时20分，湖南蛇伤中毒专科联盟南华
大学附属南华医院急诊蛇伤中毒科专家，一赶
到祁阳县人民医院，立即会诊。他们根据毒物
检测结果，判定为剧毒银环蛇咬伤，银环蛇毒
素属神经毒素，能抑制中枢神经系统，尤其是
延髓呼吸中枢。制定了详细的抢救方案。

星辰无声，整夜无眠。省里的专家和祁
阳县人民医院医护人员守在唐志强身边，不
到10分钟便查看一次各种生命体征参数，调
整治疗措施，效果逐渐显现。

7月4日10时，唐志强的生命体征逐渐平稳。
7月5日9时， 医护人员取下唐志强身上

的呼吸机， 唐志强实现了自主呼吸。6日上
午，唐志强转入急诊综合病房。目前，唐志强
遵医嘱进行营养神经康复治疗。

湖南日报7月17日讯(记者 陈鸿飞 通讯
员 轩之) 7月16日， 记者从祁东县纪委监委
获知， 该县一乡镇党政主要领导在防汛救灾
期间擅自脱岗，目前已被免职。

7月14日， 祁东县步云桥镇党委书记谭
朝晖，党委副书记、镇长谢建兵，在该县启动
防汛Ⅱ级应急响应期间， 未向组织履行请假
手续，擅自脱岗。7月15日，经县委研究决定，
免去谭朝晖步云桥镇党委书记
职务， 免去谢建兵步云桥镇党
委副书记职务， 提名免去其步
云桥镇镇长职务， 并由县纪委
监委启动问责程序。 经初步核
实，谭朝晖、谢建兵在防汛期间
多次擅自离岗，已构成违纪，经
报县委同意，县纪委于7月16日
对谭朝晖、 谢建兵进行立案审
查。

这是该县今年来第一起党
员干部因防汛不力被立案审查
的案例。

7月14日上午，祁东县纪委
监委督查组， 到步云桥镇督查
干部在岗在位和履职尽责情
况，该镇党政负责人均不在岗。
督查组负责人在电话中向镇党
委书记重申了防汛期间工作纪
律。 但该乡镇主要领导仍存在
麻痹思想和盲目侥幸心理，没
有认真落实县委关于防汛期间
党政一把手轮流带班值岗，确
保任何时候至少有一人坚守在

辖区的要求。
当天晚上， 县委主要领导到部分乡镇开

展防汛工作督查， 发现步云桥镇党委书记谭
朝晖， 党委副书记、 镇长谢建兵未在乡镇值
守，擅自脱岗。其行为严重违反了组织纪律和
工作纪律，目前，祁东县纪委监委调查组已进
入步云桥镇对此事展开进一步调查。据悉，祁
东县对该案处理情况在全县进行了通报。

大爱跨海峡

湖南日报7月17日讯 （李永亮 朱卫健）
“水退到哪里，就消毒到哪里，这是我们的责
任。”连日来，株洲市卫健系统严密调控抗洪
防疫工作，力保灾后无大疫。目前，该市未出
现重大疫情报告。

为确保灾后消毒物资供应， 株洲市卫健
委主动和各地医药企业联系沟通，调拨物资。
各县市区卫健、疾控部门积极行动，洪水稍退

就组织力量前往进行卫生消毒、 病媒生物预
防控制等。据不完全统计，至7月16日，株洲市
共派出卫生防疫人员4422人次， 对636个单
位卫生防疫工作进行了指导，消毒1396万平
方米。

卫生防疫人员还对株洲市一、二、三、四
水厂及市自来水公司进行了水质检测， 水质
均符合标准。

株洲加强灾后防疫

湖南日报7月17日讯（李永亮 郭勇）7月
15日下午5时许，经8个小时疏浚，株洲市石
峰区铜塘湾街道长石村李家冲组山塘水位下
降近2米， 盘在60余名村民头上的一颗“水
雷”被成功拆除。

近日，尽管洪水渐退，石峰区没有放松对
险情的拉网排查。15日上午8时，铜塘湾街道
巡查人员在长石村巡查发现， 该村李家冲组
一座100余米高的山上，一口水面4亩多的水
塘出现漫堤险情。“塘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修

的，主要用于灌溉、饮水，平时很少有人上去。
当时，塘里积水估计有2万多立方米，已漫过
塘坝。山下住着10多户60余人，一旦山塘发
生溃坝，落差有90多米，后果不堪设想。”铜
塘湾街道办事处主任王勇爬到山顶， 吓出一
身冷汗。 随即组织20余名抢险人员分头行
动，一路紧急转移村民，一路清除塘边杂草树
木，寻找适宜泄洪点。最终，抢险人员辟出了
多条泄洪渠， 还在村民帮助下找到了山塘排
水口。

石峰区8小时拆除山上“水雷”

湖南日报7月17日讯 （记者 严万达 通讯
员 欧阳友忠 乐水旺）“你要抢抓时间浸种，先
水浸6个小时， 沥干后再浸6个小时就可播种，
两天后种子就会发芽出苗……”7月17日，宁远
县鲤溪镇虎行村，高级农艺师胡兴正在给种粮
大户柏承武传授“倒种春”播种技术。

7月13日，强降雨天气造成宁远县20个乡
镇（街道）81个行政村受灾，该县紧急安排财政

资金270万元，调拨3.2万斤“倒种春”种子，100
吨化肥、5吨农药发放到受灾农户手中，助力受
灾农户开展生产自救。 与此同时，200多名农
技员兵分4路，深入洪灾区一线，面对面、手把
手指导广大农民对农作物进行清沟沥水、清洗
泥浆、病虫害防治等培管措施。

目前， 宁远县指导受灾农户及时改制改
种1万余亩，解决实际问题1000多个。

宁远200多名农技员田间指导救灾补损
3.2万斤“倒种春”种子发放到位

祁东县一乡镇党政主要领导

防汛救灾擅自脱岗被免职

湘潭市 三大项目建设齐头并进
一个个示范园和特色小镇呼之欲出

澧县 抓好纪律处分“后续工程”
11名受处分党员干部获重新使用或提拔重用

与死神赛跑

渍害过后
忙授粉

7月17日，衡阳县西渡镇
梅花村，村民为西瓜进行人工
授粉。近期的暴雨天气，导致
该村农耕坊西瓜严重受渍。当
天，天气转晴，渍水退去，村民
们抢抓时机， 为西瓜授粉，力
争减灾补损。 柏依朴 摄

湖南日报7月17日讯 （记者 肖祖华 通
讯员 王昆 吴梦轩）“搭帮你们，6万多元钱
的去向终于弄清楚了， 重复开支的3000多
元也退回了组里，大家很满意。”7月16日，面
对前来回访的镇纪委工作人员，隆回县金石
桥镇上花园村8组组长张乐成说。

今年6月， 金石桥镇纪委在上花园村开
展“带着板凳进村”群众接访活动时，有村民

反映8组原组长将组里卖树所得6万余元据
为己有。镇纪委立即开展调查。原来，该组近
年集体林等收益共计61054元， 用于集体公
益项目总计60320元， 其中重复开支3440
元。问题查清后，镇纪委将调查处理结果及
时向村民反馈。

隆回县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为努
力化解信访难题、变上访为下访，今年6月以

来，该县在畅通群众举报渠道、开门接访的
同时，组织纪检监察干部开展“带着板凳进
村”活动。县纪委监委班子成员对9件疑难复
杂信访件包案下村， 各部室及乡镇纪委、派
驻纪检监察组每月至少下到一个村，开展集
中接访。同时，制定责任清单，实行承办人员
首办责任制， 推动信访举报查深查实查细，
狠抓案件办理质量。

活动开展以来， 隆回县280余名纪检监
察干部先后进入41个村开展公开接访，受理
信访举报57件，已办结45件，并化解了8件积
案；给予党纪处分10人、组织处理16人、移送
司法1人，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13万余元。

努力化解信访难题

隆回纪检监察干部“带着板凳进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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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670 1040 69680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2073 173 358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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