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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零看三湘

湖南日报12月6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盘海军 潘芳）12月3日，在湘桂两
省交界处， 双牌县最偏远的农村小学蔡里
口小学， 学生们在多媒体教室里与省城黄
兴小学同步上名师课。

据了解，双牌全力推进教育扶贫，让贫
困山区学生享受到优质教育。2015年以
来，该县每年制定教育扶贫计划，一年接着
一年干，逐项抓落实。4年多来，共投入各类
教育资金近5亿元，超过之前10年总和。乡
村学校基础设施基本完善， 全县中小学互
联网接入率达100%，多媒体教室普及率达
96.4%，投影仪、计算机、电子白板、速印机
等设备全部配置到位。 加快乡镇公办幼儿
园建设，先后建成乡镇、片区、村级公办幼
儿园18所，实现乡镇公办中心幼儿园全覆
盖。每个乡镇还建成1所“留守儿童之家”，

为全县留守儿童落实“一人一档” 关爱制
度。

双牌还设法提高农村教师待遇， 全面
落实教师乡镇补贴、基层教师人才津贴、山
区特殊岗位补贴等， 并新建乡镇学校教师
周转房713套，实现农村教师“一人一房”目
标。

同时，双牌教育、扶贫、民政、残联等多
部门联动，精准建立建档立卡家庭、农村低
保家庭、残疾学生和特困家庭学生台账，形

成从学前到大学全覆盖的资助体系。今年，
全县共发放教育补助 24049人次 ，共
1150.17万元， 确保不让一名学生因贫失
学。

目前，双牌学前、义务阶段、高中阶
段入学率分别达 85.6% 、100% 、95.3% 。
去年， 顺利通过国家义务教育发展基本
均衡县验收，并被评为湖南省教育强县。
2017年、2018年， 该县教育扶贫考核获
满分。

湖南日报12月6日讯 （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施光华 李召全）12月2日傍晚，津
市市药山镇药山村贫困户胡远龙干完农活
回到家中，打开浴室热水器，热水哗啦啦喷
洒出来。他说：“以前因水压低、经常停水，
家里热水器成了摆设。今年冬天，终于可以
放心使用了。”据了解，今年津市市对药山
村饮用水主管网进行了改造， 药山村一带
119名贫困人口安全用水都有了保障。

津市市是一个老工业县级市。2015
年起， 该市持续实施城乡供水一体化工
程建设，投入1亿多元，分东线、西线同步

建设管网， 分别由谢家堰水厂和白龙潭
水厂统一供水。今年，该市聚焦“两不愁
三保障”突出问题，开展地毯式“清零行
动”，优先解决贫困村、贫困人口饮水安
全问题。帮扶干部对所有贫困户进行“三
上门”摸排，村镇两级交叉核查，市直部
门联动比对数据。

津市市摸排发现，药山镇药山村、新
湖村和金鱼岭街道关山村等地存在供水

能力不足等问题，谢家堰水厂急需扩容。
市里迅速制定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作方
案，投入6000多万元，对谢家堰水厂进行
改造， 将供水能力由日供水3000吨扩容
至1万吨，并对药山村等地供水管网进行
升级改造。

津市市扶贫办负责人介绍，目前，该市
1809户贫困户5426人全部用上了城乡一
体化自来水，水质检测合格率达100%。

双牌：

乡村娃享受好教育

津市：

贫困户用水好安心 湖南日报12月6日讯 （记者 沙兆华）奋
斗新时代，逐梦新生活。今天，由省残联、省扶
贫办联合主办的2019“湖南百名阳光致富示
范户(带头人)”颁奖暨省级基地和集中托养
机构授牌仪式在长沙举行。

近年来， 我省残疾人脱贫攻坚取得重大
成就。在推动贫困残疾人脱贫过程中，各地涌
现出一大批贡献突出、事迹感人、积极向善的
阳光致富带头人和身残志坚、奋发有为、影响
广泛的阳光致富示范户。

颁奖仪式上， 临湘市兴初养殖场成员李
兴初、 浏阳市凝馨残疾人服务中心主任林名
长、零陵区凼底乡羊公滩村村民蒋先锋等人，
获评2019年度湖南省残疾人阳光致富示范

户（带头人）；湖南欣云环境管理有限公司等8
家企业， 获评湖南省残疾人就业扶贫示范基
地； 望城区隆平蛟麟种植专业合作社等16家
单位，获评湖南省阳光扶贫示范基地；浏阳市
乐善家园残疾人服务中心、 涟源市阳光家园
残疾人托养服务中心等13家机构， 分别被授
予2019年度湖南省残疾人5A、4A集中托养
机构。

目前我省还有12.1万名建档立卡残疾人
尚未脱贫， 残疾人脱贫攻坚已经到了决战决
胜的关键时刻。省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谭
奇元表示， 各级残联要真正把扶贫扶到贫困
残疾人的心坎上， 加快全省贫困残疾人脱贫
攻坚步伐。

湖南日报12月6日讯 （通讯员 燕岩山
左龙 记者 鲁融冰 ）12月5日，常德市中级
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省直属机关
工作委员会原委员、省委离退休干部工作
委员会原副书记周松柏受贿、隐瞒境外存
款一案。

常德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02至2018
年，被告人周松柏利用职务便利以及职权或
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直接或通过其他国
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相关单位和个
人在工程项目承建、职务提拔晋升、扶持资
金申报、个人就业等事项上提供帮助，收受

相关单位或个人所送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3880余万元。2016至2017年，被告人周松柏
指使亲属在香港开设账户， 存入690余万港
元，未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申报。

庭审中，在法庭主持下进行了法庭调查
和法庭辩论。周松柏当庭表示认罪悔罪。

被告人亲属、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各
界群众60余人旁听了庭审。法庭宣布将择期
宣判。

湖南日报12月6日讯 （记者 黄婷婷）今
天上午，2019长江文化旅游博览会在湖北武
汉开幕，包括湖南在内的13个省（市、区）组成
的长江旅游推广联盟， 在开幕式上共同发布
《长江旅游推广联盟武汉合作宣言》。

宣言称，长江旅游推广联盟13省（市、区）
交流合作进入新征程，联盟各省市将秉持“文
旅融合 携手发展”的宗旨，共同打造长江国际
文旅品牌、 共同推进文旅市场一体化建设、共

同释放长江文化旅游市场潜能、共同健全联盟
交流合作机制等方面携手发力。

开幕式上还发布了“万里长江旅游精品
线路图” 以及赢得长江旅游线路产品大赛的
旅游产品。

据了解， 长江旅游推广联盟包括同属长
江经济带的湖北、贵州、上海、江苏、浙江、安
徽、江西、湖南、重庆、四川、云南等9省2市，以
及同在长江流域的西藏自治区和青海。

周松柏受贿隐瞒境外存款案一审开庭审理

以榜样力量推动残疾人脱贫攻坚
我省2019百名阳光致富示范户(带头人)颁奖举行

湖南日报12月6日讯(见习记者 唐曦 通
讯员 唐炎林)今天上午，省报业协会2019年
会开幕式暨“美丽湖南·衡阳行”采访活动启
动仪式在衡阳市举行。

这次年会由省报业协会主办、 衡阳日报
社承办，以“守正创新、融合突破”为主题。会
上，首届湖南报业营销创新奖十佳单位、十佳
个人揭晓。湖南日报社、衡阳日报社获“创刊
70年·功勋报社”荣誉称号；长沙晚报、潇湘

晨报、三湘都市报、今日女报、衡阳日报、株洲
日报、永州日报、湖南科技报、快乐老人报、浏
阳日报被评为首届湖南报业营销创新奖十佳
单位；娄底日报社社长谭清华，人才就业社保
信息报社社长、总编辑薛国华，大湘菜报总经
理助理丁伟等10人被评为首届湖南报业营
销创新奖十佳个人。

当天下午，还举行了“媒体融合背景下的
营销创新”湖湘报业高峰论坛。

首届湖南报业营销创新奖揭晓
湖南省报业协会2019年会在衡阳举行

2019长江文化旅游博览会武汉开幕
湖南等13省（市、区）共同发布合作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