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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阴天转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
明天，暴雨
南风 2~3级 9℃～23℃
张家界 小雨转大雨 20℃～24℃

吉首市 中雨转暴雨 21℃～26℃
岳阳市 多云转阵雨 19℃～27℃
常德市 雷阵雨 19℃～27℃
益阳市 阴转阵雨 21℃～26℃

怀化市 阵雨 22℃～29℃
娄底市 阵雨 22℃～25℃
邵阳市 阵雨 21℃～27℃
湘潭市 阵雨 22℃～25℃

株洲市 多云转阵雨 21℃～28℃
永州市 多云 24℃～28℃
衡阳市 多云 23℃～28℃
郴州市 晴转多云 23℃～30℃

通讯员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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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5月12日讯（记者 曹辉 通讯员 蒋睿 张
杰）“全镇2113名农村党员， 这次处置的不合格党员是
192名。 处置力度之大在我们镇上是从未有过的。”日
前，在湘潭县中路铺镇政府的公告栏前，62岁的柳桥村
党员陈德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难掩激动之情。他说，今
年湘潭县委、 县政府在加强农村党员队伍管理上动了
真格。

今年年初，湘潭县在全县推行“两考四评”党员管
理制。按照党员行业、职业特点实行共性考核和个性考
核，结合党员自评、党员互评、群众测评、组织测评，对

党员进行党性定期分析，实行百分制计分。目前，已认
定不合格党员323名， 其中214名限期整改、109名予以
除名或开除处理。

针对少数不合格党员长期滞留党内的问题， 湘潭县
各乡镇纷纷想方设法，有针对性地出台相关措施。中路铺
镇出台了《中路铺镇关于农村党员亮分制管理的实施意
见（试行）》。该镇将党员分为村（社区）干部党员、种养大
户和经营产业党员、本地普通无职党员、外出流动党员4
个类别，分别给出50分、55分、60分、65分的基础分，实行
“基础分-专项扣分+专项加分”的亮分考核办法。通过个

人自评、群众测评、集中互评、支部核评、评星亮星5个程
序来确定被评议党员的分数， 凡得分数不足70分的党员
将被列为帮扶对象。经过教育帮扶和转化提升，测评满意
率高于60%的，经村（社区）党组织申报、镇党委批准后转
为合格党员；满意率低于60%的为不合格党员，进入退出
程序。

他们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对有不合
格表现的党员教育在前，处置在后。被评为不合格的党
员，如有继续留在党内的强烈愿望，有改正错误的决心
和行动，可给予为期半年至一年的限期改正机会。

5月10日，绥宁关峡大园古苗寨，姑娘们跳竹竿舞迎接游客。这个湖南省历史文化名村倚山而建，伴
水而筑，完整地保留了古老苗家村寨建筑及习俗。 刘玉松 摄

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
省内外读者点赞“将军家风”

湖南日报5月12日讯（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易朗朗）“家
风能融入一个人的血脉，也是家庭的核心价值观，家风好则人
心正。湖南日报从刊发《开国将军钟伟的家风》到《将军家风
山高水长》，报道不断深入，形成了一个将军好家风大宣传、大
普及的生动局面。” 岳阳市委讲师团教授刘生康神情肃然地
说，“开国将军们的优良家风以及共产党人的无私本色， 如同
险峻高山、清风明月，永远让我们崇敬和仰望。”今天，全国各
地读者纷纷致电本报，点赞将军好家风，表示要内化于心，外
化于行。

岳阳市委统战部干部沈六生感慨：“比起开国将军们确实
自愧不如。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风好
了，民风自然就正了。”西南政法大学刑法学博士生周小雯从
微信上看到报道深受感动：“湘军文武兼备，早有所闻。老将军
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勤俭节约、公私分明，时刻心系人民，高
标准要求子女，太可贵了！”湖南现代摩托车销售公司职员姚
亮说：“我父亲从不给政府增加负担， 从不滥用人脉为我的工
作提供便利。看了将军家风的报道，更加理解父亲严教子女独
立成长的用心！”

湘潭市昭山示范区宣传部胡宁称：“衣食足而知荣辱。将
军们要求家人正直正派、自立自强的家风，是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范本，需要我们一代代地传承。 ”山东交通学院学生彭
露说：“以前总觉得父母给予自己太少，但相比将军后代，我们
真的很幸福，我们同样需要这样的正能量。”“城市规划、建筑
设计中，既要设计单体建筑美，更要促进城市整体美。”成都市
中海地产建筑设计主管张惟杰结合工作说道，“做人亦如此，
追求自我优化远远不够，还得把将军好家风内化于心，外化于
行，深入到家庭建设，凝聚成强大的社会正能量。”

湖南日报5月12日讯（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匡兴武
廖蔚佳）“尽管首届湖南（醴陵）陶瓷博览会早在4月6日
闭幕了，但慕名而来的商人、游客仍不少。”近日，醴陵市
委书记周晓理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近一个月来，他们在
陶瓷方面已签约项目16个，合同引资42亿元，并实现旅
游收入近2亿元。

醴陵是我国8大陶瓷主产区之一， 拥有“醴陵瓷器”、
“醴陵陶瓷”、“醴陵釉下五彩瓷”、“醴陵红瓷”等4个国家地
理标志证明商标及42个国家及省级著名商标、名牌产品，
产品涵盖日用瓷、电瓷、工艺瓷、工程陶瓷、陶瓷新材料等5
大系列4000余个品种。目前，全市有陶瓷企业近700家，产

品销往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去年创产值近500亿元。
2013年，醴陵重新编制“千亿陶瓷产业集群发展

规划”，推出“陶瓷产业振兴行动计划”，加快打造以陶
瓷产品制造为主的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今年，以举办首
届瓷博会为契机，重点实施“1155”工程，即用10年时
间，力争陶瓷产业年产值突破1000亿元大关，建成产
品展示、交易、研发、检测及人才培训5大平台，打造全
球日用瓷（炻瓷）生产、中国电瓷生产、中国酒陶瓷包装
产业总部、 中国工程瓷生产及釉下五彩瓷文化产品创
意5大基地。

当前，醴陵正紧紧依托醴陵世界陶瓷艺术城，着力

建设凸显醴陵陶瓷文化的立体展示平台。
通过搭好平台、建好基地、做响品牌，醴陵陶瓷资源

整合、转型升级步伐加快。目前，全市陶瓷规模企业已占
陶瓷企业总数的43.5%，并拥有高新技术企业28家，以及
全国最大炻瓷生产企业华联瓷业等一批龙头企业。

湖南日报5月12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黄松柏 黄敬
波）今天，汨罗市茶叶示范场湖南龙舟茶业公司一片繁忙，经过精
制的茶叶，从这里源源不断发往世界各地。“截至5月上旬，今年来
我们就完成了来自英国的200余万元采购订单。” 公司负责人雷
国年告诉记者。

今年以来，汨罗新增外贸备案企业5家，全市具有对外贸易经
营资质企业总数达49家，一季度完成自营外贸进出口总额253万美
元，同比增长9.4%。抓“大”不放“小”，小微企业也能做强海外特色
订单。近年来，汨罗鼓励小微企业搭乘“一带一路”东风，放眼世界
找市场。该市颁发《关于深入推进商标战略工作的实施意见》，推行
商标战略，诞生了“九喜”、“垒”、“文宝”等马德里国际商标，有力打
响了涉外品牌国际知名度。针对电商的特殊作用，该市完成《汨罗
市电子商务发展报告》，形成《汨罗市电子商务发展规划》，拟定《汨
罗市发展电子商务政策措施》， 促推本地优势产品无国界发布。该
市还出台《加快经济发展奖励办法》，从2014年起增设开放型经济
发展奖，对进出口规模增长一定幅度的企业给与奖励，同时积极为
外贸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和科研技术改造等争取项目资金， 确保企
业充分享受到国家和地方各项优惠政策。

“课后来吧”，
让孩子们快乐成长

金慧 王晗
“我从没有来过博物馆，这里好大啊！”一进门，8岁的小思

便好奇地到处张望，像林里的小鸟般欢快。5月9日，长沙市开
福区中山西路社区计生协会组织20多名小思这样的农民工孩
子，来到长沙市简牍博物馆参观。

位于城市中心地段的中山西路社区由于历史原因，社区流
动人口占一半以上，大多是本省来长打工的农民。

“这些农民工，每天起早贪黑，子女没有条件上培训班，放
学后就到处跑，很不安全。”社区工委书记李晓健介绍说，2012
年，社区创立了“课后来吧”。120平方米的活动场地下设“学习
吧”、“上网吧”、“阅读吧”、“活动吧”、“咨询吧”五部分。由大学
生志愿者辅导孩子做作业、阅读，并经常策划活动，与孩子们一
起互动，解决了辖区内儿童和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放学去哪儿”
的难题。家长们纷纷叫好。目前，“课后来吧”已累计接待学生1
万余人次。

“课后来吧”不仅是孩子们的乐园，也是大学生志愿者接
触社会锻炼的平台。作为“课后来吧”的第三任大学生志愿团
队负责人，廖帅在这里辅导孩子快两年了。

“我也是农民工子弟，所以很理解这些孩子的处境。”廖帅
来自郴州农村，父母没什么文化，从小写作业遇到难题，都是
四处找人询问，常常感到很无助。现在，她想凭自己所学，为农
民工的孩子提供更好的条件。在她的号召下，目前在“课后来
吧”辅导的大学生超过50名，每周一到周五都会根据志愿者的
时间进行排班，确保每天5名志愿者到“课后来吧”志愿服务。

让土家幺妹儿“乖”起来
湖南日报记者 廖声田

5月7日清晨，家住张家界天子山下的土家幺妹儿彭凤英匆
匆赶到集镇，急着报名参加镇里举办的土家织锦培训班。

土家织锦，土家语称为“西兰卡普”，意思为土花铺盖，是
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朵奇葩， 被誉为中国民间四大
名锦之一。

“当好民族文化传承人，争做土家织女星”。在武陵源区天
子山镇政府院内，第一期“乖幺妹”土家织锦培训班如火如荼。
周边5个村60多名土家幺妹儿闻讯而至，40张原始木制腰机
整齐排列。连绵机杼声中，五彩丝线翻飞。几名师傅手把手教
授，幺妹儿们边看边学，色彩斑斓的土家织锦轮廓渐渐清晰。

“让农村贫困妇女转化为旅游产业工人。”土家织锦培训
生产是武陵源区扶贫办实施的旅游扶贫项目， 主任李祥永告
诉记者，土家语中，乖就是美好的意思，让更多的幺妹儿“乖”
起来就是富起来。

李祥永介绍，旅游扶贫是张家界实施精准扶贫的一条好路
子。天子山是旅游扶贫打造的风情小镇，需要注入更多民族文
化元素。土家织锦生产方式灵活，可集中生产，也可家庭松散式
加工，通过委托扶贫，可解决农村贫困留守妇女就业问题。首期
培训班招聘学员全是扶贫办建档立卡的贫困户。

作为旅游扶贫的委托企业，张家界旅典文化公司打造“乖
幺妹”土家织锦品牌，依托旅游优势，以“农户+基地”的方式，
让幺妹儿们不承担任何风险，劳动之后又有相应的回报。公司
总经理丁世举说，力争两年内在张家界建立4个“乖幺妹”生产
基地，带动800名幺妹儿就业。

“终于可以在家门口就业了。”一个上午，幺妹儿彭凤英初
步掌握一些织锦技巧，她笑着说，以前除了带孩子就是打牌聊
天，无所事事，学会后就把腰机带回家里，“每月挣个2000多
元不成问题。”

醴陵进军千亿陶瓷产业集群
已发展企业近700家，去年创产值近500亿元

党员行不行 打分来评定
湘潭县量化党员管理，严肃处置不合格党员

长沙职教毕业生就业率95%
� � � � 湖南日报5月12日讯（毛敏轩 姚学文）惟妙惟肖
的湘菜雕花拼盘、优雅酷炫的朋克发型、在地上飞速
行走的机器人、 在空中盘旋的无人飞机模型……这
不是科技展览的展厅，而是昨天“长沙市职业教育宣
传活动周”启动仪式现场，学生们带来的创意作品。
记者从活动现场了解到， 由于注重按市场需要培养
学生职业技能，长沙职教毕业生近几年非常抢手，就
业率达95%。

长沙市教育局局长卢鸿鸣介绍，这些年，长沙把
职业教育作为率先建成教育强市的重要内容。 目前
全市共有各级各类职业院校130所，其中高职院校33
所、中职学校74所、技工院校23所。职业院校每年为
社会输送技能型人才11万多人。 长沙职业教育发展
在全国有口皆碑，在全省职业院校学生技能大赛上，
长沙每年以团体总分第一的成绩位居榜首。 长沙职
教基地建设模式、中职辅导员制度、职教质量监控保
障制度等创新举措受到各界好评。 先后荣获全国职
业教育先进单位、全国十大创业之城、国家创业示范
基地等荣誉称号。

开福区“网上计生”暖民心
湖南日报5月12日讯（记者 王晗）今天是全国计

生协会成立35周年纪念日，在长沙开福区沙坪街道，
来自该区10个街道的基层计生协会干部围绕“说身
边最美计生协会人、谈身边最美计生协会事”主题，
细数35载计生感人事。

作为长沙市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区，开福区
流动人口数量很大。近年来，该区计生协会发挥计生
协会组织和会员在开展计生居民自治中的优势和作
用，创新自治组织民间化、自治机制民主化和自治内
容民生化的计生居民自治新模式， 推进人口和计生
工作。 2014年，该区又利用手机微信平台、移动互联
网等信息化手段，全面开展网上自治，突出育龄青年
群体的特点，引导育龄青年参与计生活动，大大增强
了计生工作粘性，解决了群众“被自治”和“老年人自
治”问题，基层群众自治的成效显著提升。

放眼世界找市场

汨罗小微企业“出海”

■《将军家风 山高水长》后续报道

记者在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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