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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11年12月23日 星期五

邵阳市 多云 1℃～10℃
湘潭市 多云转晴 1℃～10℃

张家界 多云 4℃～ 9℃
吉首市 阴转多云 3℃～ 9℃
岳阳市 晴 2℃～10℃

常德市 多云 1℃～10℃
益阳市 多云 2℃～10℃

怀化市 多云 2℃～ 9℃
娄底市 多云 1℃～10℃

衡阳市 多云 2℃～10℃
郴州市 多云 1℃～ 6℃

本版责编 谭克扬 版式编辑 刘岳 责任校对 胡永龙

市州新闻

株洲市 多云转晴 2℃～10℃
永州市 多云转阴 3℃～ 8℃

11
长沙市
今天，阴天转多云，明天，晴天间多云
北风 ２ 级 2℃～9℃

本报12月22日讯 （通讯员 王金银
记者 刘文韬） “有了你们的支持， 我的
图书馆一定会越办越红火 。 我代表全村
人感谢你们！” 12月17日， 长沙市望城区
星城镇马桥河村师友农家书屋主人李芳，
从区消防大队官兵手中接过消防知识宣
传资料时高兴地说。

李芳创办的农家书屋在当地小有名
气， 藏书3万多册， 日浏览量达到50人次，
在村民中积极传播了科普知识 。 李芳表

示 ， 现在农村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 ， 可
火灾隐患却常常埋伏在村民周围 ， 消防
大队送来的家庭防火知识手册实用性强，
自己一定要发挥好农家书屋的宣传阵地
作用 ， 警示村民居安思危 ， 做到防患于
未然。

在当天的送消防知识活动中 ， 消防
官兵结合当前冬季防火特点 ， 以及村里
留守儿童较多的情况 ， 在书屋里给留守
儿童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消防安全知识课，

并讲解灭火器的使用方法 。 孩子们在官
兵们的指导下 ， 操作灭火器灭火 ， 增长
了消防安全技能。

据区消防大队教导员黄黔湘介绍 ，
农村消防安全一直是个难题 ， 消防部门
警力有限 ， 无法经常到各个村落普及消
防知识 ， 且农村火灾发生后 ， 远在城区
的消防官兵也很难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因此 ， 提高村民的消防安全意识与初期
火灾的扑救能力 ， 成为农村消防工作的

重中之重 。 望城区目前已建成农家书屋
124个， 配发各类书籍约36万册， 电子音
像出版物15000张， 到书屋看书已成了不
少村民的习惯 。 区消防大队积极发挥农
家书屋宣传阵地作用 ， 与40多家书屋结
成帮扶共建对子 ， 依托它们建设消防志
愿者服务站 ， 配发消防宣传资料及灭火
器等灭火工具， 并不定期派人上门授课，
现场指导村民掌握灭火技能 ， 从而有效
普及了农村群众的消防安全知识。

本报12月22日讯（记者 肖军 黄巍）12月
18日， 记者来到麻阳苗族自治县舒家村乡坡
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项目区， 只见梯田爬
满一座座山坡， 水泥砌成的排水沟在坡间蜿
蜒伸展， 灰白相间的蓄水池像棋子般点缀其
中……舒家村乡张公坡村村民张泽绪说，政
府出钱开发坡地，宽窄深浅适宜，有排水沟引
水到蓄水池，打药用水、小面积浇灌不再需要

到坡下取水，管护轻松多了。
去年，麻阳被列为全国坡耕地水土流

失综合治理试点县。 按照项目实施要求，
该县从水土流失严重区域中，选择舒家村
乡及周边5个乡镇为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
治理试点项目区， 于当年12月开工建设，
今年5月竣工。 为防止重建轻管，该县坚持
“谁受益、谁管理 ”原则 ，建立 “建管并重 、

责任明确 ”长效机制 ，确保项目长期发挥
效力。 同时，整合各类涉农资金，提升项目
区综合效益，把项目建设和产业发展相结
合 ， 把项目区打造为全县高效农业示范
区、生态旅游观光区。

去年，麻阳整合水利、交通、农业等部
门资金460余万元， 对项目区11座水库、山
塘进行整修加固， 对通村道路进行硬化，

使项目区山坡沟兼治、田林路配套。 在产
业开发方面，引导、发动群众改种、补种柑
橘6000余亩，新增和改良油茶1200余亩，栽
种水土保持林1000余亩。

项目实施后，取得良好生态与经济效
益。 据统计，舒家村项目区治理水土流失
8640亩，年保土减沙土14.9万吨，人均增加
耕地0.67亩，年人均可增收1500元以上。

宜章12万多人参加“新农保”

60周岁以上农民可领养老金
本报12月22日讯 （记者 邓明 白培生 通讯员 王福亮

杨跃勇 杨名科）“每个月都可以领养老金，我们农民也有
保障了。 ”宜章县里田乡桅子村82岁的谷二桃老人，今天
领到了11月份的养老金，十分高兴。 据悉，该县已有5.2万
多名年满60周岁以上的农民， 每年能领到新型农村社会
养老保险金660元；并有12万多人参加“新农保”。

今年，宜章县被省政府确定为新型农村社保试点县。
他们通过广泛宣传，使“新农保”政策家喻户晓。该县制定
了实施办法，除年满60周岁的农民可享受养老金外，还把
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未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的农民和不符合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条件的城镇
非从业居民，全部纳入参保范畴。为满足不同收入群体的
需求，参保人员可自主选择100元至1000元等10个缴费档
次，县财政相应给予30至75元不等的补贴；对重度残疾人
等特殊群体，由县财政为其代缴。县、乡成立了经办机构，
并建立了村级协管员队伍。

灰汤紫龙湾国际高温挑战赛举行

近200选手挑战人体耐热极限
本报12月22日讯（记者 陶小爱 刘凌）今天，中国灰

汤紫龙湾国际高温极限挑战赛在紫龙湾隆重举行，五届桑
拿世界冠军蒂莫·考科宁等世界各国耐高温奇人紫龙湾参
加比赛。 赛事分别设置了挑战50摄氏度、70摄氏度、100摄
氏度温泉3个等级。同时耐热奇人在桑拿房轮番挑战蒂莫·
考科宁，采取淋、泡、蒸的方式挑战人体耐热极限。

世界上有高寒极限挑战赛， 但高温极限挑战赛尚属罕
见。 “国际高温挑战赛”的创意源于灰汤紫龙湾温泉得天独
厚的自然条件。 灰汤紫龙湾温泉是我国著名3大高温复合温
泉之一，出水口最高温度达102摄氏度，富含29种以上对人体
有益的珍稀微量元素及矿物质，以水温奇高、水质奇妙、养生
奇佳“三奇”著称于世。 世界上达到100摄氏度的温泉屈指可
数，中国仅有3处———西藏羊八井、台湾北投、灰汤紫龙湾。本
次大赛所用的每一滴水都取自纯正的灰汤紫龙湾温泉。

来自世界及全国各地近200名选手在热气腾腾的温
泉中挑战极限， 上海吉尼斯纪录人员当场记录人类挑战
自然的重大赛事。

把消防知识送进农家书屋
望城提高农村群众消防安全技能

本报12月 22日讯 （记者
段云行 通讯员 罗铮 ) 12月19
日， 娄底一些市直单位拟下县
市检查考核， 娄底市委督查室
闻讯后， 紧急叫停了这种 “赶
集” 式年终检查考核。

娄底市委 、 市政府规定 ，
从2012年初开始， 市委、 市政
府对各县市区和市直单位的年
度检查考核工作实行审批备案
制， 由牵头部门在年初向市年
度考评工作领导小组提出申
报， 领导小组审定后由市委办
公室 、 市政府办公室发出通
知。 凡未经市委办公室、 市政

府办公室发文通知的检查考
核 ， 财政不拨付考核工作经
费， 各县市区和市直单位一律
不予接待， 并及时报告市年度
考评工作领导小组。

与此同时， 市里还改进了
考核工作方法。 牵头部门应本
着 “轻车简从、 压缩时间” 的
原则， 考核小组人数一般不得
超过5人 。 市直各部门对本行
业工作情况的检查考核以平时
为主， 严格控制年底考核； 要
注重过程考核和量化考核， 提
高考核工作的权威性 、 实效
性。

大力治理坡耕地农民受益
麻阳项目区年人均增收1500元以上

12 月 22
日， 安化县田
庄乡毛园村 ，
今年遭受洪灾
且目前生活较
困难的群众在
领取大米。 这
批 33.15 吨 大
米是由中国红
十 字 总 会 捐
赠， 将分别在
春节前发放给
该县1800多户
受灾群众。

吴毅晖 摄

娄底叫停
年终检查考核“赶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