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邵阳市 晴 25℃～34℃
湘潭市 晴 26℃～36℃

常德市 晴 25℃～34℃
益阳市 晴 26℃～35℃

怀化市 晴 25℃～35℃
娄底市 晴 25℃～35℃

衡阳市 晴 28℃～35℃
郴州市 晴 28℃～35℃

株洲市 晴 26℃～35℃
永州市 多云 27℃～35℃

长沙市
今天，晴天间多云，明天，多云间晴天
南风 2 级 2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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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界 晴 25℃～36℃
吉首市 多云 24℃～35℃
岳阳市 多云 25℃～33℃

本报7月8日讯 （记者 徐亚平 徐典波
通讯员 熊闯） 近日， 岳阳举行“清正在
心” 系列教育第五次活动， 省纪委常委
刘大放作“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
系” 专题辅导。 岳阳市委书记卿渐伟率
四大家成员及400余名处级干部参加学
习。 这是该市打造精品廉政文化教育工
程的一个剪影。

2013年4月，围绕加强权力监督，岳阳
创新开展“清正在心”系列廉政教育。重点

抓好“一把手”，推行“县处级以上领导干
部每季度、乡科级干部每两个月一次的集
中学习”制度；对各级机关单位掌管“人、
财、事”岗位的干部开展“廉管家”等教育；
在纪检监察机关及干部中，开展“警钟长
鸣”等活动。把教育活动与“学习、遵守、维
护党章”等教育活动同步推进；每月举办
“典型案例”分析会；将教育活动纳入单位
与个人党风廉政建设考评，形成了“一季
一学”、“一月一案”、“一年一评”、“一人一

档”等廉政教育模式。
该市在廉政教育中将“一元命令”化

为“多元互动”，创建“公路延伸到哪、廉政
文化教育到哪” 等28个廉政文化教育品
牌。 各部门针对自身特点排查廉洁风险
点；市纪委在节假日发出廉政短信，提醒
公仆廉洁自律；组织部门编排了展示毛泽
东俭朴、公正一生的纪录片《平民领袖》，
将巡演与现代远程教学技术相结合开展
教育；各地各部门组织党员干部及亲属到

警示教育基地接受教育，开展“亲人廉政
寄语”、“亲情助廉座谈会”等。去年来，该
市各级干部主动腾退办公用房10余万平
方米，自觉“限宴”1200余场次。

该市将廉政教育与工作实际紧密结
合。 全市“一把手” 到基层讲廉政党课
1300余场次； 6万余名党员干部参与“党
员进社区当‘五员’” 等活动， 收集意见
建议1.4万多条， 为群众办实事9000余
件。

本报7月8日讯 (记者 肖军 黄巍 通
讯员 龚卫国 邓克成 )“乡畜牧站干部经
常来养殖场，教我怎么给生猪防病、治病，
我可以放心养猪。”日前，芷江禾梨坳乡山
下冲村村民龙向东说，今年初，在乡畜牧
站党员朱文安结对帮扶下， 他筹资20万
元， 新建了一个年出栏生猪200多头的养
殖场，今年预计可净赚12万元。

近年来， 芷江根据农村经济发展需
求，加强农村党员技能培训，把乡镇干部
“一人学一技”活动扩及全县农村党员，培

养大批技能型党员，带动广大农户脱贫致
富。他们以农村远程教育站点、农广校、农
科教中心等为阵地， 以实用技术为主，对
农村党员进行培训，确保每人至少熟练掌
握实用1门技术技能。目前，全县已有6000
多名农村党员掌握了2至3门实用技术。并
以芷江鸭、高山葡萄、蔬菜等农产品生产
基地为依托，建立起40多个党员“学用技
术”示范基地，辐射带动农户6万多户。

芷江还创新培训方法，在人社、农办、
农业、林业、畜牧水产、农机等部门配合

下， 通过安排专业技术人员送科技下乡、
举办培训班、现场指导、发放资料等方式，
有针对性地培训农村党员。并鼓励他们加
强自主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素质。竹坪铺
乡企业站党员黄晖通过网上学习、向种植
大户拜师学技， 掌握了种植草莓的技术，
帮助竹坪铺村村民曹友清种草莓20多
亩，使其年收入达到10多万元。

同时， 芷江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
领作用，在农村党员干部中深入开展“一
学三带头”活动，即学习周福坤精神，带

头深入基层亲民、 带头苦练本领富民、带
头解决问题安民， 在全县形成学习先进、
争当先进、赶超先进的浓厚氛围。目前，全
县有近8000名农村党员与1.5万余农户结
成帮扶对子，其中有8000多农户已实现脱
贫致富。

7月8日上午，洪江市塘湾镇中心学校，大学生志愿者指导留守学生做声音的传播科普实验。当天，由洪江市总
工会、市教育局主办，浙江大学学生春秋社组织的“大手拉小手”情牵留守儿童夏令营活动开营。活动为期12天，来
自浙江大学的13名大学生志愿者将与孩子们一起分享充满趣味的文史、科普知识，培养留守儿童积极健康的进取
心态。 杨锡建 周余林 摄影报道

纪委书记不再分管“副业”
浏阳规范乡镇街道、市直单位纪委书记职责分工

本报7月8日讯（记者 王文隆 通讯员 卢丰平）近
日，浏阳市纪委、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联合下发通
知，规范全市各乡镇街道、市直各单位纪委书记（纪检
组长）的职责分工，让纪委书记（纪检组长）职责真正
回归“主业”，把主要精力用在作风建设、监督检查、执
纪问责、查处腐败上。

按照浏阳市纪委、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联合下
发的通知精神，乡镇、街道纪（工）委书记属专职的，不
得分管纪检监察业务以外的工作，不得担任除纪检监
察工作以外的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党（工）委
副书记或政协联络处主任兼纪（工）委书记的，不得分
管政法综治、安全生产、计划生育、征地拆迁、财经审
批等可能影响正确履行纪检监察职责的工作。市直单
位纪委书记（纪检组长）原则上不得分管工程建设、安
全生产、财经审批、行政审批等管钱管物管项目的工
作。该市发改局等31家纪检监察业务量大的市直单位
的专职纪委书记（纪检组长），不得分管纪检监察业务
以外的工作；由副书记或副局长兼任纪委书记（纪检
组长）的，可分管不影响开展纪检监察业务的工作。同
时，该市要求乡镇街道纪（工）委副书记专司其职，不
再兼任其他职务。

浏阳市纪委有关负责人介绍， 纪委书记 (纪检组
长)职责分工明确后，将改变过去纪委书记(纪检组长)�
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现象，进一步提高履职
能力，彻底解决好工作上的“错位”和“归位”问题。

青山桥中药材出口走俏
预计今年出口达4000万元,比去年翻一番

本报7月8日讯（记者 施泉江）记者今天从宁乡县
青山桥镇获悉， 该镇种植的中药材继续保持出口的好
势头， 预计今年出口收入将达到4000万元人民币，与
去年相比有望翻一番。

青山桥镇位于宁乡县西南， 境内大部分为中低丘
陵地貌， 土质为沙性土壤， 非常适宜根茎类中药材种
植。自1995年该镇开始小规模试点种植药材，到2008
年人工种植中药材面积逐步扩大，药材种类涉及玉竹、
葛根、白术和射干等品种。特别是2012年以来，随着野
生中药材资源的匮乏和玉竹等药材价格的上涨， 该镇
党委、政府因势利导，着力扶持中药材产业的发展，截
至目前，该镇药材种植面积达1.2万亩，辐射带动周边
7000余种植农户。种植的中药材畅销韩国、马来西亚
等国或地区。

2013年3月，为了进一步规范扩大中药材种植，该
镇成立了青山桥中药材生态产业园， 药材的种植给当
地农民带来了滚滚财源。“以玉竹为例， 种植周期为2
至3年，亩产可达鲜重4000至5000公斤，按现在市场
保守价每公斤16元计算，每亩产值64000至80000元，
除去种子、肥料等生产成本，每亩均纯收可达19000至
23000元，比种植水稻、蔬菜经济效益高多了。”当地玉
竹种植户刘秋良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青山桥镇党委书记彭力强告诉记者，未来3至5年
该镇还将通过技术攻关与产业化开发， 把该镇逐步建
设成一个集中药材规范化种植、特色中药材饮片加工、
中药材主题休闲观光于一体，科研、生产、加工、贸易产
业一条龙的综合开发中药材生态产业园。

19岁步步高阔步进军大西南市场
本报7月8日讯 （记者 曹辉 通讯员 王萍）“承载

责任与梦想，分享欢笑与汗水，踏歌而行19年，我们青
春依旧！”今天上午，在湘潭大学体育馆，步步高董事
长王填和2000多名员工欢聚一堂， 共庆公司19岁生
日,并宣布步步高今年拟新开门店30余家，将进一步开
拓“川渝黔桂”大西南市场，将全面实施“大电商、大物
流、大便利、大会员”四大战略……

19年来，步步高按照“立足中小城市、致力区域
领先”的发展战略，在成功完成“跨市经营、试水百
货、进驻长沙、业态创新、东进江西、南下黔桂、西扩
川渝”等一系列精彩动作后，将“中国民营企业500
强”、“中国连锁30强”、“中国快速消费品连锁十强”、

“湖南零售冠军”、“中国驰名商标”等荣耀收入囊中，
并于2008年在深交所上市，成为“中国民营超市第一
股”。上市6年，步步高施行事业部制改革；独创“步步
高广场”、“步步高生活广场”、“汇米巴便利店”、“步
步高电商”新业态；引进国际团队，新开和改造各类
门店200余家……

今年5月，A股零售业首个大型并购案引发各方关
注，步步高16亿并购广西南城百货，股票复牌当日直
逼涨停。 外界评价，19岁的步步高正以独特的眼光和
开拓精神，给中国零售业带来更加意外的惊喜。

本报7月8日讯（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李青松
向显桃）7月7日， 沅陵县史志办工作人员在查阅相关
资料时，发现侵华日军使用细菌武器的佐证———沅陵
县于1941年张贴的“灭鼠如灭日寇”预防鼠疫活动宣
传画。

宣传画上“杀鼠如杀敌”口号下，一把匕首刺在贴
有日寇膏药旗的老鼠身上，下面落款为“沅陵中心卫
生院印贴”，左下角注有“雅礼中学绘”（抗战期间，长沙
雅礼中学迁至沅陵）。

据中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出版的《老湘雅故
事》记载，1941年11月4日凌晨5时，日军飞机在常德使
用细菌武器，空投大量带有鼠疫杆菌的谷物、棉纸和
不知其名的颗粒， 投下地点为常德城中心的关庙街、
鸡鹅巷以及东门一带。不久，鼠疫在常德流行，常德广
德医院收治任务繁重。

当时，广德医院副院长谭学华、检验技师汪正宇
最早对日军空投物进行了显微镜检查。谭学华还诊查

了病人，对尸体进行了解剖，检出有两级着色的疑似鼠
疫杆菌的阴性杆菌，初步诊断为鼠疫。鉴于广德医院没
有细菌培养基设备，谭学华、汪正宇将诊断标本送往湘
雅医学院沅陵分院检验，确定为鼠疫。谭学华立即报告
湖南省卫生处。

在湖南省政府统一指挥下， 常德地区大规模开展
消灭鼠疫活动，毗邻的沅陵县也广泛开展了“灭鼠如灭
日寇”的预防鼠疫宣传活动。

本报7月8日讯（朱章安 夏建军 郑佳良）记者7月7
日从衡山县委宣传部获悉， 衡山影子戏作为“中国皮
影”的一部分，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衡山影子戏大约起源于清顺治初年，经过300多年
的传承和发展， 目前流传甚广， 遍布衡山县及周边地
区。衡山影子戏以2人包打包唱的形式演出。同时，2人
还要手脚并用操控弦、笛、唢呐等乐器，显示出了影子

戏艺人的高超才艺。
衡山影子戏申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工作从2009年开始启动。今年，中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中心和中国木偶皮影艺术学会，将衡山
影子戏和我省的皮影戏以及河北唐山、陕西华县等
地的皮影戏捆绑为《中国皮影戏》，以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名义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申报，并成功获
批。

本报7月8日讯（记者
王文隆 通讯员 邓彪）近
日， 全国舞龙展演暨第
十二届中国民间文艺山
花奖、 民间艺术表演奖
评奖活动在苏州举行，
浏阳市大瑶强盛龙狮艺
术团代表我省参演，以
《烟花龙舞》 节目获得展
演的唯一金奖。

来自江苏 、 陕西 、
浙江等 14个省份的 15
支代表队参与角逐，最
终，浏阳强盛龙狮艺术
团的节目获得了本次
展演的金奖，并将由中
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向
中国文联申报中国民
间 文 艺 最 高 奖———山
花奖。

本报7月8日讯 （记
者 尹超 通讯员 易善任
邓道理）今天，张家界黄
石寨客运索道公司宣
布， 自即日起至今年底，
凡到张家界旅游的全国
自驾车游客， 每辆车可
获赠黄石寨索道价值
118元的往返票一张。

新《旅游法》去年10
月1日实施后，张家界客

源结构发生了改变，自驾
车游客成为新的增长极，
占比达60%以上。 为此，
黄石寨索道面向全国自
驾车游客，推出了赠票优
惠举措。凡自驾车到张家
界的游客， 凭行驶证、驾
驶证、张家界高速公路出
口收费凭证(不含ETC)，
每辆车可在黄石寨索道
领取往返票赠票一张。

本报7月8日讯 （通
讯员 王玖华 龚赐林 记
者 贺威 ）“今年雨水多，
病虫猖獗，要重点搞好病
虫害防治。”日前，双峰县
农开办和农业局的5名
农艺师，在花门镇花门村
种粮大户邹求初的早稻
田里，讲解病虫防治技术
要点，20多位村民连声
叫好。

3月以来，双峰县组

织各行业涉农单位的
1200名技术员， 带着科
技书籍、资料器械，坐诊
田头。到目前为止，全县
技术员共下村入户5600
多人次， 举办集中育秧、
水稻高产技术培训84场
次， 培训育秧技术员
2660人， 机插手882人，
为民做事实180多件，节
省农户开支860万元，省
工150多个。 ◎责任编辑 刘凌 版式编辑 杨滨瑞◎

新闻集装

岳阳“清正在心”念好“紧箍咒”

本报7月8日讯 （李
礼壹 郭云飞）日前，省
商务厅认定公布首批12
个湖南老字号企业名
单， 其中益阳市占5个，
数量居各市州之首。这
次认定的益阳5个老字
号企业是白沙溪茶厂、
晋丰厚茶行、 修山钟氏
面业、皇爷食品、莎丽袜
业。

据了解， 白沙溪茶
厂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于
1939年， 是国家边销茶
定点生产企业和省农业
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也是中国黑茶标志性品
牌企业， 去年茶叶加工

量达6000吨，创产值3.2
亿元。 晋丰厚茶行设在
安化老茶镇酉州， 由晋
商在清嘉庆15年（公元
1810年）创建，现任董事
长谌小丰为晋丰厚第6
代传人。 省商务厅于
2012年启动湖南老字号
企业认定工作。 老字号
创立年限为 1956年以
前， 申报企业须拥有世
代传承的产品、 技艺或
服务， 同时具有鲜明的
湖南地域传统文化背景
和文化底蕴， 有一定社
会认知、认同度，没有商
标纠纷， 且企业目前经
营状况良好。

芷江培养大批技能型农村党员

沅陵发现抗战时期预防鼠疫宣传画
佐证侵华日军在常德使用细菌武器

衡山影子戏成“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首批湖南老字号企业益阳数量居首

浏阳《烟花龙舞》获全国金奖

张家界为自驾车游客赠索道票

双峰“庄稼医生”田头开“处方” 图为宣传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