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构建一江两岸联动协调发展新格局

望城区
加快沿江跨江发展

湖南日报1月20日讯（记者 谢璐）今天，记者获悉，
长沙市望城区日前召开的区委二届十三次全体（扩大）会
议暨经济工作会议，部署了新一年的工作，描绘了新发展
蓝图。望城区将重点加快沿江建设、跨江发展，构建一江
两岸比翼齐飞、河东河西联动协调的城市发展格局。

2019年，望城区聚力开展“产业项目建设年”和“营商
环境优化年”活动，把先进制造业“第一选择”上升到战略
高度，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全区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103亿元，首次突破百亿元大关，增长14.2%；地方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58亿元，位居全省第四。

会议透露，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望城区将坚持用新发
展理念引领新时代望城高质量发展。在城市空间方面，将充
分用好35公里湘江黄金岸线和“山水洲城”要素，加快过江
通道规划建设，加快沿江建设、跨江发展，阔步迈入“湘江时
代”，构建一江两岸比翼齐飞、河东河西联动协调的城市发
展新格局。在产业格局方面，将继续坚持招大引强，深度聚
焦智能终端等重点产业链，围绕华为、比亚迪等重大项目，
加快引进产业链上下游配套项目，延伸、补强产业链条，推
动形成“一超多强”的产业集群发展格局。

村民“点单”专家“送课”

娄星区
送教下乡培育“新农民”

湖南日报 1月 20 日讯（记者 周俊 通讯员 陈峰
邹国栋）“土地流转政策、种植养殖技术、家教家风……”1
月16日，娄底市娄星区水洞底镇政府，一群农户将自己需
要了解的知识写在“授课菜单”上，等待区农民素质教育
办公室安排专家进村授课。

随着乡村振兴的不断推进，广大农户对于新知识、新政
策的了解，以及自身素质的提高更加迫切。娄星区将往常

“一头热”式的集中宣讲，改为群众“点单”、专家“送课”进
村。该区以“提高群众素质，打造新时代新农民”为切入点，
将法律法规、农技知识、政策制度、家风文化等纳入送教下
乡范畴，并根据农户需求和兴趣，针对不同地域、不同特点
的村落量身定制课程，邀请相关行业的专家、业务骨干、技
术人员分门别类组织授课。去年以来，该区累计对30余个
村落进行巡回“送课”，参学农户达3000余人。通过在“家门
口”学习，一大批农户成为致富带头人，一批上访户转变为

“和事佬”，一批封建陋习被文明乡风所取代。
娄星区把送教下乡作为提升农户素质的常态化培养方

式，出台“党建引领送教下乡”实施方案，计划对全区144个
村进行全面培训和多轮培训。在学习过程中，设置有奖问
答、学员互动、专家答疑、随堂检验和闭卷考试等环节，提升
授课效果，达到“轻松学习、快速消化”的实用效果。

公司员工姜朝军，自 2019年 10月 5日起未经公司允许，
无故旷工 15 天以上，严重违反公司劳动纪律等相关规章制
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及公司的规章制度，
我公司于2020年1月31日解除与你的劳动合同。

请姜朝军本人或依法委托他人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
内到公司人力资源部办理相关离职手续，逾期后果自负。

特此公告
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金竹山火力发电分公司

2020年1月21日

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金竹山火力发电分公司
关于解除姜朝军劳动合同的公告

092020年1月21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陈永刚 版式编辑 李妍

湖
南
日
报
法
人
微
博

湖
南
日
报
公
众
微
信

市州新闻

湖南日报1月20日讯（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黄道兵）记者近日从常德市生态环境局获悉，
2019年，该市城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
277天，在全省8个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中
排名第一；前3季度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水环
境质量排名跻身全国前 40位。在全省污染防
治攻坚战考核中，该市生态环保公众满意度
连续两年居全省第一。

2019 年，常德市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
部署环保工作，主要领导 20多次深入西洞庭
湖、石板滩、珊珀湖等地，现场调研解决问题。
对污染防治攻坚战实行一月一调度、一月一
点评，聚焦短板，抓好落实。建立健全区域分
类管控、预警预判、污染源清单、第三方巡查
等精细管控机制。对城区及周边乡镇实行网
格化管控，对露天焚烧秸秆按“1个火点10万
元”进行处罚，对管控不力的单位和个人严厉
追责问责。积极推进水污染防治，组织实施洞
庭湖生态环境专项整治3年行动计划，开展饮
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问题专项整治以及市城
区黑臭水体“清零行动”。全面推进土壤污染

防治和农业农村污染治理工作。
同时，常德市坚持问题导向，全面从严整

改生态环保督察交办问题。按“污染消除、生
态恢复、群众满意”目标，采取 3级联督联办、
排位通报、约谈警示等方式，解决了一批与群
众生活息息相关的突出环境问题，涉及饮用
水水源保护区污染、畜禽养殖污染、居民集中
区工业污染等。办结中央环保督察交办的信
访件 242 件、省环保督察交办的信访件 503
件，解决中央环保督察交办问题 14 个、省环
保督察交办问题37个。

2019 年，常德市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城
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达 75.9%。全市 23 个
省控及以上地表水考核断面中，22 个水质保
持在Ⅱ至Ⅲ类。

湖南日报1月20日讯（记者 彭婷 通讯员
胡飞云）“警察同志，我女儿不见了，这可怎么
办？”近日，湘潭市民王女士带着哭腔，慌慌张
张跑进湘潭市公安局岳塘分局城市快警站，
称自己5岁的孩子在附近大型商场走失。

快警站民警火速赶往现场，一面在商场
内外寻找，一面调取监控。不到半小时，他们
就找到了走失的小女孩。“谢谢警察同志！”见
到女儿，王女士感激不已。

据了解，2019年以来，湘潭市岳塘区以平安
创建为抓手，在人流密集、治安情况复杂、发案率
较高、交通拥堵地区，设立城市快警站。快警站采
取“四班三运转”模式，建立起“重点部位1分钟、
中心城区3分钟、其他城区5分钟”的快速反应处
警机制，24小时驻警街面，巡逻防控、服务群众，

“有警处警、无警巡逻”，最大限度实现警力前移，
提高处警效率。2019年7月，该区3个城市快警
站投入运行，至今已出警3540多次。

警民携手，共促平安。岳塘区还广泛发动
群众，参与“平安岳塘”创建。该区五里堆街道
以网格为单位，在驻街道单位、企业设立瞭望
点，在小区设立守望点。社区民警、辅警分别
对应其所在网格，任总瞭望长；网格员对应各
自网格，任总守望长。目前，该街道共设置治
安瞭望岗和邻里守望点 107个，志愿者、楼栋
长、企业保安、党员骨干等420人为治安瞭望
员、邻里守望员，为群众解决矛盾纠纷近
1000起。宝塔街道则针对辖区内企事业单位
较多的特点，整合28个单位力量，设立4支巡
防队伍，发动247名巡逻队员参与日常巡逻。

此外，岳塘区利用“智慧岳塘”平台，建成
6 个“三无”（无物管、无主管部门、无人防物
防）小区智慧安防试点项目，小区车辆进出有
卡口管控，居民活动点有智慧广播。今年，该
区还将完成 3 至 4 个“三无”小区智慧安防建
设工作，逐步消灭“安全死角”。

湖南日报1月20日讯（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鲁絮）1月18日，农历小年，在张
家界市永定区土家风情园，一场声势浩
大的“千人同过土家年”围拢宴会活动，
吸引上千名中外游客参与其中，其乐融
融。

当日，“春约张家界，欢度元宵节”
2020张家界元宵灯会启动仪式暨土家
千人宴系列活动正式开启，大家欢聚一
堂，吃流水席、唱土家歌、跳摆手舞，在
祭祀祈福、山歌敬酒、摔碗仪式、过火山
等活动中，共同庆祝张家界元宵灯会系
列活动的开始。启动仪式上，张家界向

中外游客发出邀请，欢迎大家春节期间
到张家界共赏共鉴喜乐盛景。

据介绍，本届元宵灯会从腊月二
十四（1 月 18 日）到正月十五（2 月 8
日），包括“千人同过土家年”围拢宴会
和“非遗节目巡回展演”“游园赏灯猜
灯谜活动”“水上焰火音乐会”“狂欢元
宵夜活动”五大活动，系列活动遍布城
乡，将为中外游客和城乡群众呈现出
一场场丰盛的文化盛宴，展示新时期
的张家界在“创新发展、开放包容、生
态宜居、文明幸福”新征程上活力四射
的“国际张”形象。

湖南日报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欧阳友忠

“移风易俗人人夸，禁放爆竹和烟
花，遵守村规靠大家——顶呱呱！”1月
19 日晚，在宁远县中和镇坦坝村举办
的春节联欢晚会现场，杨靓、杨恒等 4
名小学生表演的三句半《颂党恩，赞坦
坝》，获得台下观众阵阵喝彩。

据悉，坦坝村“村晚”20个文艺节
目都是村民自导自演的。小品《移风易
俗树新风》《理发》寓理于事，幽默风
趣，令人捧腹，将晚会推向高潮。

“现在给全村 80岁以上老人发放
礼品和慰问金。”村会计杨志辉念完名
单，一曲《母亲》响起，陈竹凤等24位老
人缓缓来到舞台前，成为当天的“明星”。

“您老健康长寿，提前祝您春节快乐！”
村委会主任杨旭辉跟老人们逐一握手，并
将饱含祝福的新年礼包送到老人们手上。

村支书杨春中介绍，坦坝村是全
国文明村，全村 1600 余人。村里制定

了村规民约，开展“讲文明，改陋习，树
新风”活动，促进乡风文明。如今，村民
不再放鞭炮，婚嫁喜庆酒席每次不超
过20桌，每户随礼不超过100元。

“村晚”年年办，今年办出新风尚。
今年坦坝村的“村晚”以“做文明人，过
文明年”为主题，倡导卫生整洁、节俭
惜福、孝老爱亲、锻炼身体、不铺张浪
费、不暴饮暴食、远离牌桌酒桌的新生
活。村民们积极响应，自发为“村晚”捐
款 6 万余元。看到村里变化大、风气
好，返乡青年杨向勇当场捐了1万元。

当天晚会上，还表彰了优秀党员、
五好家庭、讲卫生先进个人、好婆媳等
31 人，每人发一张奖状、一份过年礼
包，节俭又隆重。

永州市副市长、宁远县委书记刘卫华
说，宁远县是全国新时代文明实践试点县，
目前正在创建全国文明县城，以乡风文明
引领乡村振兴，涌现出一大批文明镇村，夯
实了社会治理基础。今年，文明过节新风吹
遍乡村，全县有200多个村办“村晚”。

湖南日报1月20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唐志卓 李平平）1月20日上午，
安仁县举行“暖冬行动——爱在安仁”
募捐活动，当场募集爱心款 1.7 万余
元。县委书记李小军表示，这些爱心款
将全部用于给贫困学生买棉被，让他
们能温暖过冬。

元旦前夕，安仁县级领导到乡村
学校慰问教职工和困难学生时，发现

有的学生睡的还是草席，很
心疼，叮嘱教育部门更多关

爱贫困学生。随后，县里启动“暖冬行
动——爱在安仁”活动。

安仁县教育局局长刘英介绍，该
县有义务教育贫困寄宿学生 1.2 万多
名，给他们每人买一床被子，总共需要
资金400多万元。

为尽快募集资金，安仁县还将于
春节期间，在 13个乡镇开展募捐公益
演出活动。同时，借助安仁籍在外能人
回乡团拜或招商之机，开展
专场募捐活动。

张家界元宵灯会启动

“村晚”年年办 今年风尚新

募万床棉被 温暖贫困娃

鼓舞心声
1月20日，花垣县双龙镇鼓绒湖村，村民在表演苗族鼓舞。当天，该县县委组织

部驻该村扶贫工作队和村“两委”开展春节慰问文娱活动，村民通过苗歌苗鼓、舞龙
舞狮等民间文艺节目，讴歌精准扶贫好政策，展现脱贫攻坚新风貌。 龙爱清 摄

湖南日报1月 20日讯（记者 肖畅）乘着
“新湖南云”，融媒体建设启征程。1月20日，湘
乡市融媒体中心正式投入运营，该市首个独立
新闻客户端“新湘乡”同时上线，标志着湘乡市
媒体融合改革迎来新发展、取得新成果。

湘乡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融媒体中心建
设工作，提前谋划，主动作为，力争打造全省一
流县级融媒体中心。湘乡市融媒体中心依托湖
南日报社“新湖南云”省级技术平台，以“新湘
乡”客户端为主线，串联整合区域内电视、新闻
网站、广播电台、村村响、微信、微博、手机APP

等多种宣传平台，打造“共同策划、一次采集、
多元发布、全媒覆盖”的“1+N”运行模式，实现
新闻宣传提速、内容编发高效、外宣直通快捷。

湘乡市委书记彭瑞林说，融媒体中心正式
运营，是湘潭市委、市政府悉心指导和湖南日
报社大力支持的结果。他希望依托省级党报的
政治优势、内容优势、平台优势、体系优势、技
术优势，进一步讲好湘乡故事、传播湘乡声音，
更好引导群众、服务群众，共同为湘乡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汇聚更多正能量、注入更多新动
能。

湖南日报1月20日讯（记者 谢璐 通讯员
刘凤）今天上午，2020年长沙市“春风行动就业
援助月”、劳务协作活动启动仪式暨蓝思科技
就业体验日活动在浏阳市举行，江西上栗县、
铜鼓县与我省新化县、邵阳县、平江县、保靖县
人社部门相关负责人与近 300名贫困劳动力、
就业困难人员参加。

今年，长沙市将“春风行动”与“就业援助
月”、劳务协作 3项活动合并开展，把活动整体
启动时间定在春节前劳动力返乡高峰期，市本
级与各区县市同步启动。市本级积极部署赴保
靖县等 4 县开展劳务协作招聘活动，并要求各
区县市召开5场以上本地“四进四送”招聘会和
1 场以上省内劳务协作招聘会。全市招聘活动

预计举办 171场，包括深入车站、广场、村镇举
办 118场“四进四送”招聘会，赴贫困县市举办
53场劳务协作招聘会，期间蓝思科技等企业预
计将提供岗位信息超过10万条。

这次活动将以帮助贫困劳动力就业、为零
就业家庭提供就业援助为重点，开展一次摸底
走访调查、组织一系列招聘服务活动、实施一
轮政策宣传、推介一批就业创业项目、打出一
套就业援助组合拳、举办一组典型事迹报告
会。为打破劳动者信息获取瓶颈，还将采用“线
上+线下”方式，多方采集人力资源市场信息，
线上发布到全市 23 个网络平台和对口扶贫县
网络平台，线下发布到车站、广场、公共交通站
牌、镇村和各招聘服务活动现场。

湖南日报1月20日讯（记者 王文）昨天下
午，全省单体最大（即单个停车库容量最大）的
立体停车库在浏阳市中医医院投入使用，该停
车库将大大缓解浏阳市中医医院患者以及周
边区域市民“停车难”问题。

立体停车库共两栋，呈“L”型布局，占地面
积3372平方米，建筑高度为29米，一栋为地下
1 层、地上 12 层，另一栋为地下 1 层、地上 10
层。1-3 层为大车位，可容纳 1.55-1.9 米高的
车辆，4层及以上为小车位，可容纳1.55米以下

（含 1.55米）高度的车辆，一共可以提供 469个
停车位。停车库投用后，医院可使用车位达到
700多个。

据了解，该立体停车库采用智能化识别与
引导、全自动化停车，整个停车过程可控制在
90秒内，60秒内可实现取车。

浏阳市中医医院位于浏阳市中心城区，停
车难问题十分突出，该院年门诊接待量56万人
次，医院上午9时后基本找不到停车位。

自2017年8月起，浏阳市智慧停车系统项
目启动建设，将城区 13处公共停车场、人民路
等312个道路临时停车泊位纳入停车收费智能
管理系统，浏阳城区开启了智慧停车时代。截
至目前，浏阳城区一共上线 20 多个立体停车
库，累计投入资金 1 亿多元，已提供停车位
2466个。

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连续两年公众满意度居全省第一

常德市

设立城市快警 发动群众参与

警民携手守护平安

岳塘区

乘“新湖南云”启征程
湘乡市融媒体中心正式投入运营

长沙“春风行动”拉开序幕
将举办招聘活动171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0万条

全省单体最大立体停车库投用
可提供469个停车位

迎新春 过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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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胡凤开

1月18日，农历廿四，南方地区的传统小年，
双牌县江村镇五里村湘缘食品加工专业合作社，
村民们身着干净的工作服，有条不紊地把剁椒河
鱼分装到精致的玻璃瓶。

合作社负责人陈谦春说，外地商客在等货，必
须抓紧。

江村镇党委书记杨丽军介绍，江村镇大山环
抱，过去交通不便，家家户户把鱼烘干后，用剁辣
椒、生姜、大蒜、油料等腌制成剁椒河鱼，等食材缺
乏时食用，已有上千年历史。

近年来，传统的剁椒河鱼畅销大江南北，带动
当地群众脱贫致富。

2014年，在外务工近10年的该镇五里村村民
陈谦春夫妇，心想打工不是长久之计，决定返乡发
展。江村镇闻讯后，派出党员帮扶小组对口服务。

返乡干什么？陈谦春夫妇想起在外务工时，每
年带家里长辈制作的剁椒河鱼给同事品尝，很受
欢迎，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商机。

但之前人们制作剁椒河鱼的随意性很大，品
质难保证，陈谦春夫妇向村民请教，经过半年多反
复实验，掌握了料酒等各种配料的比例数据，及规
范的加工程序。

2015年初，陈谦春在镇党员帮扶小组的支持
下，牵头成立湘缘食品加工专业合作社，并办成扶
贫车间。

不久，剁椒河鱼加工出来了，消费者反映不
错，销售却困难。

如何拓宽销路？2017 年，镇里支持陈谦春参
加在长沙举行的中国中部农业博览会，剁椒河鱼
获得金奖。同年6月，陈谦春带两万瓶剁椒河鱼参
加第六届广州国际食品食材展览会，被一抢而空，
签了不少订单。

终于，五里村剁椒河鱼“游”向四方，年产值达
1600多万元，推动生姜、辣椒种植业等发展，带动
1114 名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脱贫摘帽。

54 岁的贫困户何承
友，身无技能致贫。2015
年以来他在合作社务工，
年收入 3 万多元，稳定脱
贫，近日还搬进了新建的
楼房。

年货到村
1月20日，群众喜领“特别年货”。当天，国家商务部、省工商联组织支付宝、

快手、阿里健康等来到城步苗族自治县儒林镇龙凤村，开展送年货、送医药活动，
为该村贫困群众送上花生、坚果、年画等年货6.7吨，并为近100名60岁以上的
老人进行了免费体检。 严钦龙 朱冬成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