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洞管理区所有乡镇、村都建有图书阅览室、戏台等文体设施

文化惠民促发展

近年来，常德市土地开发整理中心以严格落实内部控
制管理为抓手，将各项制度落实到具体工作实践中，助推
了党风廉政建设，树立了清廉如水的形象。

该单位先后修订出台了《内部控制制度》、《财务管理
制度》、《公务用车费用报销管理制度》、《公务出差管理规
定》、《公务接待管理规定》等17项内部制度，使各项工作有
章可依、有制可循，真正实现用制度管人、管权、管事，把权
力牢牢的关在笼子里。同时，组织完善内部审计，定期对
本单位财务事项进行常态化检查，对发现的问题实行“零
容忍”，限时整改落实，有效遏制违规违纪行为，切实防范
廉政风险。

土地整治项目多、资金量大，涉及面广，该中心制定了
整治项目资金拨付管理办法和工作流程，对项目进行全程
监管。积极开展岗位廉政风险排查和防控工作，定期开展
项目巡查督察，强化评价结果运用，让有限的资金发挥出
最大效益。

通过严格落实管理工作，促进了该中心进一步走上了
制度化、规范化和依法办事轨道，有效地压缩了消耗性开
支，强化各项费用良性互动，更促进了党风廉政建设，单位
风正气顺，呈现出了勃勃的生机与活力。 （郭利芳）

常德市土地开发整理中心以管理助廉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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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15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
讯员 袁波 唐亚文)6 月 10 日晚，永州市金
洞管理区凤凰乡花筵村农家书屋里灯火通
明，村民们正在认真地看书、读报，文化专干
不时地给大家提供指导。村支书刘联春说，
现在书屋每天都座无虚席,阅读让村民增长
了见识，增强了致富本领。

永州市金洞管理区以建设国家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示范区为契机，积极推进文化惠
民工程，各种文化活动常态化开展，全区书

香氛围日益浓厚，群众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经济、社会各项事业也获得快速发展。今年1
至 5 月，该管理区地方生产总值达 6.37 亿
元，同比实现逆势增长，还被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授予“中国楠木之乡”荣誉称号。

该管理区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作
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工程来抓，不断加
大财政专项投入力度，并动员各方面力量，
积极开展社会捐助等，不断完善基层文化基
础设施。仅今年以来，就整改 2 个乡镇文化

站，建设22个村级文化服务中心，添置图书
1.3 万多册，增购电脑 135 台等。到目前，全
区所有乡镇、村都建成了图书阅览室、健身
小广场、戏台等文体设施。还在区域内的金
白河两岸，修建楠木文化主题公园、文明
建设宣传栏等，建成十里文化长廊，让党
的政策、文明知识等与广大群众“天天
见”。

金洞镇油胜村村民邓玺炳经常参加
管理区、镇里的读书交流活动，还通过自

学掌握了茶树菇种植的方法和技巧，近年来
带动村民们建成占地 40 多亩的茶树菇基
地，去年产茶树菇 5 万多公斤，产值 100 余
万元。去年，全村户均增收5000余元。

湖南日报6月15日讯（记者 田育才 通
讯员 郑龙腾）“苏木绰好耕读，哎咯咱的好作
数……”6月8日，夜幕降临，在张家界市永定
区新桥镇远大村村部广场上，伴随着“新土家
风”歌曲，村民们跳起了广场舞。该村党支部
书记张宏祥动情地说：“如今，农村环境美了，
文化氛围浓了，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永定区委主要负责人介绍，永定区广大
文艺工作者，立足“讲政治、守法纪、优服务、出
精品”，深入乡镇村居一线，创作了一大批高质

量的文艺作品。他们讴歌新时代，用演出激发
斗志、用创作鼓舞士气，为广大党员干部和群
众送去“精神食粮”。初步统计，去年以来，该区
文艺工作者先后组织“文艺下乡”扶贫扶志活
动1200多场（次），为贫困群众送书画作品
15000余幅（件），参与群众达600多万人次，
有效激发了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

“这个戏是要给大家提个醒，致富不能等
靠要！”王家坪镇马头溪村贫困户全庆庚对小
品《懒汉脱贫》印象深刻：主人公德财40多岁

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家里贫穷，却天天喝酒，
扶贫干部给他申请了两只羊助他脱贫，他却
嫌养羊太累，把羊宰了吃了。这个小品对全庆
庚教育很大。在驻村工作队帮扶下，全庆庚开
起了农家乐，收入从以前年收入几千元提高
到现在一年十几万元。多次参与巡演的青年
戏剧演员周海燕介绍，扶贫先治懒，扶贫先扶
志，优秀的文艺作品也能激励贫困户从“要我
脱贫”转变为“我要脱贫”。

该区文艺工作者还踊跃加入文艺战

“疫”的队伍，运用戏剧、音乐、舞蹈、曲艺、美
术、书法等艺术形式，记录永定故事，宣传防
控知识，传递人间大爱。“一个信仰一种力量
逆着风的人，众志成城、众志成城为一座江
城；一个信仰一种力量逆着风的人，向世界
永远地担当……”2月1日，该区青年文艺家
鲁絮作词创作的抗疫歌曲《逆风的人》推出
后，一夜之间被“学习强国”等众多平台转
载，并入选中组部“全国党员干部远程教育
课程”和“方舱之声·公益歌曲展播”等。

永定区文艺工作者用演出激发斗志，用创作鼓舞士气

脱贫战“疫”显作为

防汛演练
6月15日，湘江长沙市开福区捞刀河入口段，民兵驾驶冲锋舟进行防汛

救援演练。开福区水域面积约2000公顷，有3个万亩堤垸，堤防长75公里。
从4月底以来，该区民兵突击连开展了一系列的实战演练，提升防汛抢险救
灾的能力。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湖南日报6月15日讯（记者 蒋睿 通讯员
刘雄 李南曦）“今年镇上绘制一张数字防汛地
图，汛期巡河查隐患更加精准了。”6月11日，湘
潭市雨湖区鹤岭镇金侨村干部周胜文一早便来
到靳江河排查防汛隐患。与往年不同的是，如今
他的手机安装了数字防汛图软件，流域中的水利
设施、险情隐患点以及应急疏散点都可以通过导
航精准定位。

靳江河为湘江下游一级支流，流经鹤岭镇金
侨、南谷、龙头岭、晶鑫4个村，长度10.07公里，
是湘潭市防汛重点之一。为应对今年有可能出现
的防汛险情，该镇防汛工作人员于4月10日，通
过徒步勘查，耗费半个月时间，绘制了该镇靳江
河流域防汛图。

鹤岭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潘术明介绍，

该镇将靳江河流经的区域划分成 1 至 20 号段，
在防汛图中用数字标注，指定每条河段的防汛责
任人。地图还将机埠、涵闸、管理所等水利设施以
及疏散点等29处用不同的符号进行标注，可在
手机上定点导航。

“有了这张图，即便是新来的工作人员也能极
快地熟悉情况。”雨湖区水旱灾害防御中心相关负
责人唐群介绍，靳江河防汛图精准标出了防汛堤
段和水利设施位置，防汛巡查人员可导航精确巡
查，同时结合标有海拔高度的地形图，根据水位判
断水势，及时采取有效的防汛应对措施，方便抗洪
抢险时科学调度，精准定位，快速抢险和人员疏散。

目前，鹤岭镇正将森林防火带、防汛数据和辖
区企业分布定位情况，整合成一个应急管理大数
据导入地图软件，实现乡镇应急处置精准化管理。

雨湖区鹤岭镇数字化防汛更精准
转移群众

6月14日凌晨，慈利县高峰土家族乡富垭村，消防队员营救被困群众。
连日来，因强降雨导致该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上涨，引发洪涝灾害，富垭村
村民被洪水围困。慈利县消防救援大队队员深夜冒雨穿越急湍水流，深入
村庄搜救，成功营救出10名被困群众。 魏咏柏 吴杰 摄影报道

通讯员 张为 胡清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6月11日，农历四月二十，对汨罗市归义镇窑洲社区的龙
舟划手们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日子。当天，他们的新龙舟
下水试游，举行隆重的“龙舟下水”仪式。

8时58分，在曾家坪屋场，社区德高望重的后爹在早早摆
好的祭桌前站定。他的面前，一条崭新的12人龙舟昂着威风
凛凛的龙头，10余名龙舟队员立于龙舟两侧，蓄势待发。

“今有本区恭请龙舟出行，划开江圣水纪念屈原之由，催
桡者胜过诸葛亮，扶招者赛似关云长……”手持红纸，抑扬顿
挫唱过赞词，后爹喊礼完毕，预祝社区龙舟队旗开得胜。

“我们的赞词是上古流传下来的，口传心授，但也随着时
代变化而变化。”后爹解释，“赞词内容体现了龙舟队员齐心协
力、力争上游的精神。”

喊礼后，便是最重要的祭龙头仪式。这个仪式需要“牺牲”
一只雄鸡，将滚烫的雄鸡血涂上龙头、龙尾，为龙舟“上红”，也
洒进酒杯，让划手们和着白酒一饮而尽。后爹说，这是当地的
古老习俗，用到雄鸡血，可以鼓舞士气、压倒邪气。

饮罢雄鸡血，在鼓手强劲有力的节奏下，壮实的划手们齐
齐大喝一声，以磅礴之力瞬间抬举逾百斤龙舟。他们遵循千年
习俗，将龙舟“请”往汨罗江中。“既是为15天后的龙舟赛做准
备，也是向江神祈祷保佑平安。”后爹说。

“我们的龙舟划手是一代传一代，个个是百里挑一、身经
百战的枭龙。”谈及本地龙舟队，一位社区居民骄傲地说。社区
居委会主任郑建辉说：“15天后，我们的龙舟队一定会在龙舟
赛中赢得好名次，到时大家同欢共庆，使汨罗江龙舟赛生生不
息，使汨罗端午习俗代代相传。”

群“龙”下水争上游

湖南日报6月15日讯（记者 田育才 通讯
员 宋小电）“来电了！”6月13日上午，桑植县汨
湖乡叶家桥集镇恢复供电，当地居民一片欢呼。
因突降暴雨，桑植县汨湖乡村10千伏汨叶线叶
白支线路部分电杆受损，县电力公司当即派出小
分队，冒雨抢修。

6月12日14时起，张家界普降大到暴雨。该市
4个区（县）53个乡镇4.5万人受灾，并造成多处停
电、交通中断。其中永定区王家坪镇、沅古坪镇等地
突发山洪，道路被淹，马头溪村百年风雨桥被冲毁。

对此次强降雨，张家界市高度重视，市委、市
政府13日凌晨召开防汛会商会，明确要求各级
党政主要领导克服麻痹思想，迅速到岗到位，亲
临一线坐镇指挥；各相关部门放弃双休日休息时
间，全员在岗在位，全力应对强降雨过程，确保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3日上午，张家界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虢正贵赴慈利县零阳镇龙峰村地质灾害隐
患点、零溪镇黄莲水库等处，实地查看水情及防
汛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刘革安赴永定区指导
抗灾救灾。各联系区县的市领导，区县、乡镇党政
主要领导纷纷迅速到岗到位，赴一线指挥。市应
急、水利、自然资源、民政、电力、城管等部门组织
人员，全力投入抗灾救灾工作。

截至13日23时，强降雨造成张家界市4个
区县 53 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转移群众 2254
人。慈利县高桥镇阳坪村因强降雨造成3人被洪
水围困，该县立即组织消防、镇村干部赶赴现场
救援，经近 3 小时奋战，成功救出被困人员。目
前，张家界市未出现人员伤亡和重大险情。

张家界全力以赴抗击暴雨
未出现人员伤亡和重大险情

湖南日报记者 郑丹枚 蒋剑平 通讯员 沈丽琴 陈玉庭

仲夏来，佳果鲜。
6月12日上午，天气晴好，正是采食杨梅最佳时节。在绥

宁县长铺子苗族侗族乡新水冲村，该乡首届杨梅节暨扶贫农
副产品推介会拉开大幕，现场热闹非凡。吃杨梅、吃蓝莓、吃鲜
桃比赛，更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尝尝我家的杨梅，又大又甜包您满意”“我家水果不打农
药，绿色有机”……活动现场，40余户水果种植大户利用一字
排开的展台，摆出自家的时鲜水果，供人们免费品尝和选购。
邵阳的肖先生买了10箱杨梅，他说：“长铺子山好水好，杨梅
产业发展得也好。我是慕名而来，要多买些给亲戚朋友尝尝！”

“我们这里的杨梅汁水多、味道甜。”乡党委书记杨昌盛
说：“今年杨梅丰产，乡里决定举办推介活动，藉此扩大销路、
打响品牌。巩固脱贫成果，果好也要勤吆喝啊！”

近年来，长铺子结合自身地理、资源优势，着力建设精品
水果基地和菜篮子基地，建成杨梅村、蓝莓农场、十里桃园、大
棚蔬菜等大小基地31个。仅在寨坡村、新水冲村和游家村，通
过大户带动、贫困户参与，就种植优质杨梅2000余亩。

种得多还要卖得好。今年，乡政府对农副产品实行统一商
标、统一包装，打上“长铺子果蔬基地”标识。包装上的“二维
码”也是一大亮点，购买者扫码，即可对农产品进行溯源，确定
产自哪户农家，并有联系方式。“此举大大增强了果农的精品
意识和品牌意识。”乡长杨英说。乡政府工作人员介绍，杨梅节
开幕式现场，销售杨梅2500多公斤。

“果好也要勤吆喝”
——绥宁长铺子首届杨梅节见闻

湖南日报6月15日讯（记者 戴鹏 通讯员 阎俊）近日，株
洲市公安局举行禁毒举报奖励集中兑现仪式，现场为热心举
报线索的42名群众发放奖励16.83万元。其中，市民易某向公
安机关举报涉毒线索，通过破案深挖，刑事拘留7人、治安处罚
31人，缴毒250余克，获个人最高奖励1.89万元。

近年来，株洲公安机关部署开展“春夏扫毒”“两打两控”
“净边行动”等专项行动，向涉毒违法犯罪活动发起凌厉攻势。

2019年以来，株洲公安机关共破获涉毒刑事案件634起，
侦破涉毒部督目标案件3起、省督目标案件2起。刑事拘留涉
毒犯罪嫌疑人608人，缴获毒品24.046公斤。

株洲集中兑现禁毒举报奖励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聂沛 王梅 通讯员 何琴

“前方水域有4名人员落水，情况危急，请速
去救援……”

6月15日，衡阳市暨雁峰区2020年安全宣
传咨询日和防汛应急演练活动在东洲广场拉开
序幕。

此次演练模拟6月上旬以来，衡阳进入主汛
期，湘江上游连降暴雨，河水不断上涨，多地出现
积水，并有人员落水、受困。

消防救援无人机编队快速升空起飞，携带救
生圈的无人机快速飞往“落水群众”，将救生圈抛
至“落水者”周边。

与此同时，衡阳市消防救援支队队员驾驶着
4艘舟艇前往落水点救人，采用“O型”快速救援
技术将“落水者”营救上船。

狂风、暴雨、雷电交加，险情进一步加剧，湘
江衡阳段水位继续上涨，湘江东洲岛社区段堤防
可能出现漫堤险情，危及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衡
阳市防指迅速派出武警衡阳支队和衡阳市矿山

救援队前往支援。
救援队伍决定采用注水式防洪子堤和装配

式板坝防洪子堤方式，抢修子堤 0.5 公里，人工
筑子堤3公里，对大堤进行加高，以保证洪水顺
利过境。

注水式防洪子堤是通过给充水式帆布防水袋
注水，形成一道堵水墙，可迅速处置漫堤或小决口等
险情。装配式板坝防洪子堤则是通过装配折叠挡水
面板和可折叠的支撑脚架，再用肋板和紧固件装配
相互连接，可在堤顶上迅速搭接成防洪子堤。

“秩序井然，急而不慌。救援人员总是能想到
最佳的救援方式，短时间内将群众转移到安全区
域，为衡阳点赞。”在湘江边观摩了全场演练活动
的市民吴先生说。

武警衡阳支队支队长谢林均介绍，进入主汛
期以来，衡阳市各级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责任人，
全面落实防汛责任，所有水库均制定了汛期控制
运行方案，准备了充分的防汛物资，组建483了支
防汛抢险队伍，先后开展防汛救灾演练71场，可随
时投入抢险救援行动中。

“秩序井然，急而不慌”
——衡阳市防汛应急演练活动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