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乡改造城区
86家燃煤锅炉

湖南日报8月24日讯（陈新 陈永刚 彭大川）记者
今天从宁乡县环保局获悉， 宁乡县以削减燃煤使用作
为防治大气污染的重要任务， 对城区86家燃煤锅炉用
户实施清洁能源改造，一律改烧天然气、液化石油气或
改用电，对改造的用户，政府奖励4000到2万元不等的
补助。

今年7月份，宁乡县环保局对城郊乡、白马桥乡、历
经铺乡和玉潭镇进行调查，共检查学校、医院、宾馆、酒
店、小作坊等86家锅炉用户，这些用户大多使用煤炭作
为燃料。宁乡环保局工作人员介绍，由于煤炭燃烧后的
烟尘，含有二氧化硫，在没有大风的情况下，造成污染，
又不易驱散，容易形成雾霾天气。

为了推动燃煤锅炉改造，宁乡县采取“以奖代补”
的政策，对没有办理手续或没有办理环评手续的用户，
自行拆除燃煤锅炉的， 按照每家4000元予以奖励；对
额定蒸发量大于或等于0.5蒸吨的有压燃煤锅炉的用
户， 按照每蒸吨2万元予以奖励； 对小于0.5蒸吨的锅
炉，按每台8000元奖励；对无压燃煤锅炉改造，按每家
6000元奖励。

责任编辑 李茁 版式编辑 杨滨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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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多云间阴天
明天，多云
北风 2级 23℃～30℃
张家界 阵雨转阴 21℃～30℃

吉首市 阵雨转小雨 21℃～27℃
岳阳市 多云 24℃～30℃
常德市 多云 22℃～31℃
益阳市 多云 24℃～30℃

怀化市 多云转阵雨 21℃～28℃
娄底市 多云 22℃～31℃
邵阳市 多云转阵雨 22℃～29℃
湘潭市 晴 24℃～31℃

株洲市 多云 23℃～32℃
永州市 多云 24℃～33℃
衡阳市 多云 23℃～31℃
郴州市 晴转多云 23℃～32℃

通讯员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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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8月24日讯 （记者 徐德荣
通讯员 袁义生 曾利华）“你建房， 我们
都不知情。按规定，你应先报村民大会讨
论，征得三分之二以上村民同意后，才可
以动工。”最近，耒阳市大市镇土桥村村
民梁某在征得村干部同意后， 正准备在
自留地动土建房， 被闻讯赶来的村民制
止。 这是耒阳市发布“村级组织职权清
单”后，群众积极参与村级事务管理的事
例之一。

长期以来， 由于对村级组织职权没
有明确界定， 部分村干部在行使职权过
程中出现“缺位、错位、越位”，群众对村
级职权不清楚、 运行不规范、 过程不公
开、监管不到位存在较大意见。今年来，
耒阳市通过“编清单、固流程、晒权力、强
监督、严问责”，力推“权力清单”进村入
户，突出群众监督作用。

前不久，该市发布“村级组织职权清
单”，全市680多个村、3000余名村干部人

手一册。 清单里明确列出了村级重大决
策、财务审批、“三资管理”、宅基地审批、
社会救助申请等28项村级常见事务规范
界定标准， 每项村级事务遵循的法律依
据、管理权限、运作规则、法定条件、执行
标准、程序规范等也一目了然，并明确了
违反规定追责办法。同时，将清单内容张
贴在各村村务公开栏里，接受村民监督。

通过发布“权力清单”，耒阳市各村
村务监督委员会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进一步挤压了村级权力寻租空间，规范
了村务管理，农村“小微权力”运行日渐
规范，农村政治生态环境得到进一步优
化。“有了这本清单， 按照流程去做，可
少走许多弯路，也更容易取得群众认可
和支持。” 该市新市镇龙市村支书梁育
生介绍， 不仅村干部干事热情高涨，村
民参与村级事务管理的积极性也大幅
提升。

湖南日报8月24日讯（记者 肖军 黄
巍 通讯员 米承实 梁泽拾 ）“谢谢县里
推行大病医疗保险和救助政策， 要不然
我这个病只能拖了。”8月24日，辰溪县黄
溪口镇大湾村村民陈方珍激动地对县新
农合办负责人说。她患胰腺癌,今年住院
花医疗费19.79万元，共计拿到了13.75万
元医疗保险和救助金。

为最大限度减轻群众大病医疗费用
负担，解决重大疾病患者“治病难”、“因

病返贫”问题，辰溪县以改革破题，去年
在怀化市率先向商业保险机构购买城镇
职工大病医疗保险。今年，又在怀化市率
先启动实施向商业保险机构购买新农合
参合人员大病医疗保险和城镇居民大病
医疗保险。

同时，与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制
度相衔接，今年5月，辰溪县出台大病医疗
救助管理暂行办法，对享受基本医疗政策
报销和大病商业保险补偿后，医疗费用支

付仍然特别困难的大病患者，由民政部门
给予救助，建立起基本医疗为基础、商业大
病保险补偿为补充、医疗大病救助为延伸
的“三位一体”医疗保障救助体系。

“基本医保政策与商业大病保险有
效衔接， 群众患大病可报销3次医疗
费。” 辰溪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
责人说，全方位、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
系减轻了患病群众特别是患大病群众
的医疗费负担， 群众缴费却没有增加。

今年上半年，全县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
民医保、新农合住院255936人次，报销医
疗费10604.66万元， 大病救助267人次
130.75万元， 合规医疗费报销比例达到
80%，同比提高了23个百分点。

“三战三捷”石刻
光耀大云山

成为岳阳首个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
湖南日报8月24日讯 （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甘治国 陈

勇平）历经73年风雨岿然独存，抗日丰碑光耀千秋。8月24日，
国务院公布全国第二批100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 遗址名
录中，岳阳县大云山“三战三捷”摩崖石刻榜上有名。该抗日丰
碑也成为岳阳首个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

大云山横亘于岳阳、临湘两县（市）之边，扼湘北咽喉，属
战守争锋之地。1939年9月至1942年1月，日寇三犯长沙，中国
军民英勇抵抗，取得长沙会战（又称湘北会战）大捷，挫败了日
寇南进企图。1942年8月，国民党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杨森在
时任临湘县长王翦波的陪同下到大云山检查军事布防， 为纪
念死难将士，选此石壁，题书“三战三捷”和65字碑文。整块石
壁178平方米，右边4个大字从右至左排列，每字高2.15米，宽
1.81米。左边碑文从右至左竖排，与碑名各占一半面积。石刻
由王翦波督刻，于当年底完工。

1993年，大云山建成森林公园，将“三战三捷”摩崖石刻
列为大云山一级人文景观加以保护。2013年， 该摩崖石刻被
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追忆湘北抗战

300名骑手
穿村跃湖登大山

湖南日报8月24日讯 （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唐送文 ）
23日8时30分， 随着93岁的抗战老兵周辉群扣响发令枪，
2015“张谷英—大云山”山地自行车耐力挑战赛开赛。300
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自行车选手如离弦之箭， 从张谷英景
区出发，奔向大云山的“三战三捷”摩崖石刻抗日纪念碑。
岳阳县县长张中于称：“活动可让人们铭记历史、 珍视和
平， 也是旅游兴县的新举措， 旨在推介岳阳县东部最美旅
游线路。”

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 岳阳县作为湘北抗战主战场，
是阻挡日军南下的第一道屏障， 曾留下抗日将士浴血奋战的
身影。此次挑战赛由岳阳县、岳阳市旅游外事侨务办与三湘都
市报、华声在线共同主办，有来自河南、湖北、深圳及省内20
多家自行车俱乐部队伍参赛。挑战赛以张谷英村为起点，途中
穿越风光旖旎的“湖南千岛湖”铁山水库，后连续爬15公里坡
道，登上了海拔900多米高的大云山。

经过激烈角逐，男子组前40名与女子前20名选手获得奖
励。获奖选手齐聚“三战三捷”摩崖石刻抗日纪念碑前，激动之
情溢于言表。男子组冠军、长沙顺时针车队队员曾文波感慨：

“我为自己能完成55公里挑战赛而骄傲，更为全国军民的爱国
热忱和英勇抵抗精神而自豪。”

湖南日报8月24日讯（记者 肖
军 黄巍 通讯员 刘纯意 向显桃）

“因年代久远，旧报纸大都已破碎，
但这些残缺泛黄的报纸仍然可见
当年风采。”8月24日，在沅陵县《抗
战日报》旧址，该县史志办工作人
员向记者介绍在这里发现的一批
《抗战日报》原件。

据《抗战日报》旧址现在的房
主李建国说， 前年翻新家里老墙
时，发现裱糊在墙上最里层的《抗
战日报》数十份，便保管收藏起来，
近日才与县史志办联系。据当地文

史学者考证，这些《抗战日报》为4
开版， 刊于1938年至1939年间，报
头字体清晰。报纸上有《在抗战中
成长的新战士》、《写在文抗会大会
之前》、《敌由鲁增援悉被我击退》
等报道，以及抗战宣传画、抗战漫
画等大量宣传抗战的内容。《抗战
日报》重见天日，为研究湘西地区
乃至湖南的抗战文化和抗战历史
提供了有力实证。

《抗战日报》是上海《救亡日
报》 姊妹报，1938年初由著名戏剧
家田汉等人在长沙创办，积极宣传

抗战， 曾受到周恩来关心。 后来，
《抗战日报》迫于战火在长沙休刊。
1938年11月12日， 遵照周恩来指
示，廖沫沙、周立波等从长沙来到
沅陵，租用县城郊外马坊界一号周
举仁家一栋两层吊脚楼，复刊《抗
战日报》。

《抗战日报》在沅陵配合中共
地下党组织，积极宣传我党抗日救
亡的主张。1939年6月15日，最终因
当时政治局势紧张，《抗战日报》在
沅陵出刊发行半年后，被迫再次停
刊。

湖南日报记者 彭业忠
通讯员 杨军波

8月23日， 太阳依然火辣辣的，
龙山县森林公安局局长吴国庆，带
着局党支部和工会的相关人员，来
到局里的扶贫村———隆头镇隆头
村， 专程给土家族村民向光菊的女
儿向敏送来5000多元的学费，鼓励
她好好学习，并告诉她，森林公安局
已将其作为扶贫帮困的特殊对象，
将一直扶持到大学毕业。 正在发愁
中的向敏和她的母亲， 感动得热泪
盈眶。

隆头村是一个土家族集聚的村
落， 龙山县森林公安局今年进入该
村扶贫后，在向光菊家里，扶贫队员
向勇才得知其是一个智障人， 而其
丈夫因车祸而瘫痪， 彻底丧失了劳
动能力，16岁的女儿向敏， 成绩优

秀，以高分考入了龙山县高级中学，
可一年需要的学费和生活费近万
元，向光菊和丈夫无力支付，向敏面
临着辍学的边缘。 该局党支部便发
出倡议，大家踊跃捐款。

该局20多名铁骨铮铮的“森林
卫士”，却有着不同寻常的柔情———
该局对在打击破坏森林犯罪的同
时，还给犯罪人员的家属，提供力所
能及的帮助。

今年2月12日，龙山县贾坝乡岩
门口村62岁的张丁清， 在用小杂树
丛烧刺炭时，引发了山火，一次性烧
毁了502亩山林，其行为已经涉嫌触
犯刑法。 主办案件的龙山县森林公
安局召市派出所所长鲁成均， 平时
对待犯罪嫌疑人从不皱眉头， 然而
面对张丁清的家庭时，他却犯难了。
张丁清和妻子吕四妹都是残疾人，
膝下有3个子女，两个女儿———14岁

的燕燕（化名） 和12岁的圆圆（化
名），还在上初中。

根据相关规定， 森林公安只需
侦查完案件事实后， 移送给检察机
关起诉就可以了。 但如果只是这样
做， 犯罪嫌疑人的两个女儿就会面
临失学的危险。

办案民警与龙山县司法局联
系， 在4月28日移送检察机关起诉
前，完成了向县法律援助中心申请
法律援助，聘请律师免费为其提供
法律服务的事项。 还主动与县民
政、残联、教育局等单位联系，寻找
解决燕燕和圆圆生活、 学习等难
题。

功夫不负有心人，从今年8月以
后， 燕燕和圆圆每人每月将获得
1000元的慈善资助。据鲁成均透露,
其局长吴国庆就是湘西边城志愿者
协会的成员。

浏阳国际花炮文化节
11月举行

湖南日报8月24日讯 （记者 王文隆 通讯员 杨
志前）烟花也可以通过观众手机点火。记者从今天举
行的第十二届中国（浏阳）国际花炮文化节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 本届国际花炮文化节将于11月5日至7日
举行，浏阳花炮人将通过焰火与文艺的无缝对接、传
统与现代的紧密相融， 向全球展示花炮产业的最新
成就与内涵。

自1991年举办首届以来，中国（浏阳）国际花炮
文化节已成为花炮行业的盛典。 本届国际花炮文化
节将突出产业融合、产销对接和产品展示，通过烟花
艺术汇演，全面展示花炮历史之美、文化之美、艺术
之美。

据了解，本届国际花炮文化节植入“安全环保”理
念和“创新发展”概念，节会期间燃放的所有特供产品
全部要求微烟、无硫、少尘、降噪。节会活动还将体现

“互联网+”概念，在烟花艺术汇演现场引入APP和移
动互联网的应用，实现现场万人手机共同点火、为烟花
点赞等场景。

不办“升学宴” 捐助贫困生
宁远县39名大学新生把办升学宴的钱捐

助33名贫困生
湖南日报8月24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骆力

军）8月24日， 家住宁远县城水市路的李红成和女儿商
量后， 决定不为女儿办升学宴， 把准备办升学宴的
1200元钱资助了一名贫困学生。

今年高考后， 该县不同于往年大家争先办“升学
宴”、“谢师宴”，不少大学新生选择送鲜花、发短信等方
式感谢老师和亲朋好友的关心。 并有不少大学新生主
动把原本准备办升学宴的钱， 再加上平时积攒下来的
零花钱，捐助给需要帮助的贫困生。据悉，该县已有39
名大学新生不办升学宴，捐助33名农村贫困学生，捐助
金额近6万元。

农村小微权力套紧箍
耒阳发布村级组织职权清单

三位一体巧破治病难
辰溪群众患大病可报销3次医疗费

沅陵发现《抗战日报》原件

大图：抗战日报。 通讯员 摄 小图：抗战日报旧址。 通讯员 摄

铁骨铮铮亦柔情

网上买答案
涉嫌非法获取国家机密罪

钟某某等5人长沙受审
湖南日报8月24日讯（李曼斯 邱雨佳）今天，长沙县人民

法院以涉嫌非法获取国家机密罪， 开庭审理被告人钟某某等
5人。5人追悔莫及，在法庭上痛哭流涕。

钟某某等5名被告人均为从事与建筑相关的工作， 希望
考取建造师证，来改善职场待遇。去年，钟某某等4人在网上
购买了全国一级建造师考试答案，并转发给他人。另一被告人
黄某通过作弊器材，在考场外协助报送非法获取的答案。去年
9月20日，5人分别通过作弊器材，在考场中传送、接收购买的
考试答案。其作弊行为被监考方监控拍摄到，随即他们被警方
抓获。

根据国家人社部和湖南省国家保密局认定， 全国一级建
造师考试答案在启用(封)前属于绝密级国家秘密，长沙县检
察院认为，钟某某等人的行为已构成非法获取国家机密罪，向
长沙县法院提起公诉。经过庭审，法官宣布将择日宣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