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0月12日讯（记者
陈鸿飞）10月11日， 衡阳市召开
安全生产警示约谈会，祁东县、白
沙工业园管委会和6家企业负责
人被约谈。

衡阳市政府有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 在今年第三季度安全生
产工作考核排名中， 祁东县和白
沙工业园排名末位。 祁东县存在
县里未成立应急救援指挥中心，
部分乡镇、 部门党委和领导干部

安全责任不落实， 以及安全台账
缺失、 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关闭退
出工作推进不力等问题。 白沙工
业园管委会未及时学习贯彻省、
市安全生产会议精神，“党政同
责、一岗双责”和“三个必须”未认
真检查落实， 没有专项检查，“九
打九治”工作未推动，没有定期开
展行动， 辖区内部分街道和单位
安全隐患突出等。此外，在今年第
三季度， 常宁市沿江锌业有限公

司、水口山康家湾矿、常宁市宏宇
建筑有限公司、 常宁市水松自来
水厂、 祁东县金水塘矿业有限公
司、中国移动衡阳分公司等6家企
业分别发生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
故，造成人员伤亡。

警示约谈会上，祁东县、白沙
工业园管委会和6家企业负责人
深刻剖析自身安全生产存在的突
出问题，表示将加大整改力度，消
除各类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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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界 多云 16℃～27℃

吉首市 晴转多云 14℃～26℃
岳阳市 多云 17℃～24℃
常德市 晴 15℃～27℃
益阳市 多云转晴 18℃～26℃

怀化市 多云 16℃～25℃
娄底市 多云 15℃～26℃
邵阳市 多云 14℃～24℃
湘潭市 晴转多云 15℃～25℃

株洲市 多云转晴 16℃～27℃
永州市 多云 16℃～27℃
衡阳市 多云 17℃～27℃
郴州市 晴转多云 15℃～27℃

今天，多云
明天，多云
北风 2级 15℃～25℃

通讯员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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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法人微博湖南日报公众微信

湖南日报10月12日讯（记者 徐
亚平 通讯员 潘岳清 李红）10月10
日，岳阳市委副书记李志坚来到平江
县瓮江镇仁美村开展“一进二访三
帮”活动，与村支部负责人和贫困户
代表商讨脱贫计划；上门走访结对帮
扶对象余求军， 送上2袋大米、2壶食
用油、2床棉被， 鼓励他树立信心、勤
劳致富。

今年，岳阳市委擂响扶贫攻坚战
鼓，锁定412个建档立卡贫困村，动员
领导干部进村入户、访困问需、访贫
问计，开展“组团式”、精细化扶贫。全
市选派412名优秀党员干部脱产担任

贫困村党组织第一书记，采取一帮一
或一帮多的形式， 组织3.2万名各级
领导干部和爱心人士牵手10万户贫
困户，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结对帮
扶干部逐户“把脉”，精准施策，突出
帮解困、帮创业、帮启智。对低保户、
五保户、因病致贫等贫困家庭，由单
位和干部长期帮扶、施以救助。目前，
有6000多名领导干部主动结对帮扶
1万户贫困户，捐助资金800多万元，
解决贫困户生活急需、子女上学等实
际问题1.3万多个。 市委办公室干部
陈勇扎进平江县嘉义镇横许村，上门
走访193户村民， 还发动爱心志愿者

进村，资助7名贫困家庭孩子入学。
该市大力实施创业帮扶和智力

培训行动，增强脱贫致富内生发展动
力。通过政策倾斜、资金扶持、技术指
导， 创办乡土产业300多个，8000多
贫困户受益。临湘市聂市镇官田村在
驻村干部帮助下， 采取党支部牵头、
贫困村民以劳力入股的方式，建立香
菇种植合作社，贫困户年均增
收5000元以上。今年来，全市
举办农村贫困人口和无职党
员实用技术免费培训班120多
场次， 培养农民大学生1100
人， 吸引2.8万余名贫困家庭

劳动力回流学技术， 在家门口就业
“领工资”。

市委把扶贫一线作为干部培养
锻炼的重要阵地， 从严从实督促检
查，市、县、乡分层进行考核评价，接
受群众评议。市委对3名履职不力、群
众反映不好的扶贫干部予以撤回，并
通报批评。

湖南日报10月12日讯（记者 李
寒露 通讯员 杨国军 吕俊 ）10月9
日，鼎城区与常德市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正式签订江南城区临江棚户区
改造项目合作协议。这标志着常德市
今年规模最大的棚户区改造项目、鼎
城历史上最大的民生工程和城市提
质工程正式启动。

江南城区临江棚户区改造项
目，是常德市一江两岸同步发展战
略的标志性、引领性工程，位于常

德江南城区临沅路以北、善卷路以
西、 善德路以南整体合围区域，总
用地约1000亩， 涉及房屋2521栋，
居民10600户，项目总投资约100亿
元，其中房屋征收安置成本约40亿
元。

为推进项目建设，常德市城投集
团聘请了英国凯达环球、 澳大利亚
PCDI湃登国际、香港Lead8等国内外
一流团队，正为临江棚户区改造精心
设计。 鼎城区也将适时推出产业政

策，真正促进产城融合，把临江棚户
区打造成集旅游、观光、购物、餐饮、
创业为一体的现代化新城区。

未来5年，该区将打造“以现代工
业文明为特征，以现代商贸物流为支
撑的现代化新城区”，重点推进“十大
工程”，即：“一带一新城”，打造沅江
风光带， 构建一江两岸诗画长廊；推
进临江棚户区改造， 建设江南新城；
“一区一基地”， 创建国家级高新区，
打造中国起重装备研发制造基地；

“一园一枢纽”，依托斗姆湖交通枢纽
和桃花源机场， 构建临空产业园，打
造泛湘西北商贸物流中心；“一桥一
隧道”， 抓好鼎城大桥和过江隧道建
设， 实现与江北城区无障碍联通,等
等。

鼎城区委书记刘定青说：“当前，
鼎城‘二次创业’蓝图已经绘就，框架
已经拉开， 一大批具有产业带动、区
域影响意义的项目开工，我们会鼓足
干劲，迎接创业发展新高潮的到来。”

爱心在病房传递———

“救命钱”转捐他人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刘杰华

“我家孩子要不了那么多钱，你也很
需要钱， 我给你1万元吧！”10月11日，怀
化市第二人民医院靖州医院儿科病房，望
着病床上急需做脑外科手术的儿子，来自
贵州省黎平县的龙义正在发愁，猛然听到
从天而降的好消息，一时不敢相信自己的
耳朵。

原来， 给他送钱的是隔壁病床的贵州
老乡杨略梅。接过一沓票子，望着4天前还
因无钱医治而绝望地要带着孩子出院的杨
略梅，龙义一脸疑惑。

“你放心拿去给孩子救命吧，这些钱都
是好心人捐的。”杨略梅给老乡道出了一段
感人故事。

杨略梅家住贵州丛江县谷坪乡高吊
村，今年45岁，家境贫寒，40岁才娶老婆，
生了个儿子小略，今年才4岁。从9月下旬
开始，小略生病，一连烧了10多天没退。杨
略梅急坏了，10月5日，他找哥哥借了2000
元钱，带着小略住进了靖州医院。经检查诊
断， 小略患的是血行播散性肺结核并结核
性脑膜炎，病情十分严重，需要手术治疗，
带的2000元钱根本不够。

杨略梅陷入困境。 作为一个边远山区
农民，除种庄稼外，没有其他经济来源。“我
们出院吧。”杨略梅绝望地望了望医生。

“不能出院，我们一起想想办法吧。”靖
州医院儿科主任佘远凤及科室其他医护人
员都不忍心看着孩子这么回家。

为了拯救患儿的生命， 医院为他减免
部分医疗费用，并联合靖州志愿者协会，向
社会各界发出倡议，请大家伸出友爱之手，
帮助小略战胜病魔。

人间有真情。10月7日，在倡议书发出
的第3天， 靖州志愿者协会会长颜丫丫就
发现， 小略的受赠账户已得到爱心捐款
24212元，还不断有爱心人士到病房送钱、
送衣服等。10月8日上午，一家企业为小略
捐善款13730元， 嘱咐小略爸爸安心给小
略治病。当天下午，靖州志愿小天使们自发
为小略捐上自己平时的零花钱， 共计828
元。10月9日上午，怀化市第二人民医院将
全院职工的捐款17400元， 交到了小略爸
爸手上。

“够了！够了！”接过一笔又一笔捐款，
杨略梅热泪盈眶。儿子有救了，可捐款还在
增加， 这个朴实憨厚的山里人连连摆手：

“我不要这么多钱， 只要能救儿子的命就
行。”

10月11日，小略逐渐康复，杨略梅心
中的石头落地了。 得知同病房的小龙和小
略一样得了结核性脑膜炎， 需要转到脑外
科做手术，其家人却拿不出手术费，杨略梅
主动拿出1万元爱心捐款给小龙。

身边的感动

岳阳 逐户把脉 贴心扶贫

鼎城 百亿棚改 火热启动

存在安全生产问题

衡阳一县一园区六企业被约谈

10月12日，长沙市宁乡县花明楼镇刘少奇同志故居，夕阳下，天空中呈现迷人景观。 罗雄 叶泉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10月12日讯 (记者 廖
声田 通讯员 康锋辉 )“基本农田被
占为何无人管？从事矿山开发审批手
续是否齐全？” 10月12日， 张家界历
时3个月的城建系统重点岗位“电视
问政”述责述廉节目收官，通过现场
评议，对群众反映强烈、问题较多、现
场投票差的11名科长，给予调整岗位
或诫勉谈话的问责处理。

述责述廉“电视问政”节目共4期，
由张家界市纪委、市委组织部、市委宣
传部联合主办， 该市城建系统18名重
点岗位工作人员进行现场述责述廉，
通过播放问题短片、主持人现场追问、
市民代表发问的方式， 对问政对象直
面提出问题。面对问政的提问，科室负

责人认真剖析，并许下整改承诺，同时
还邀请服务对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省市优化环境监督员、省市党风监督员
和市监察局特邀监察员等100名现场
群众参与现场投票评议。纪委和组织部
门对差票超过34票者就地免职， 差票
20票以上34票以下者调离岗位， 差票
10票以上20票以下者进行诫勉谈话。4
期“电视问政”中，有4名干部被调整工
作岗位，7名干部被诫勉谈话。

“以服务对象的评议决定干部是
否‘为官不为’。”张家界市委常委、市
纪委书记刘越高介绍， 将述责述廉
“电视问政” 作为解决群众反映强烈
的“慵懒散乱”问题的突破口，实现
警钟长鸣，真正转变干部作风。

述责述廉“电视问政”

张家界11名城建系统科长
被问责处理

湖南日报10月12日讯（记者 白培
生 通讯员 吴艳）今天上午，记者从郴
州在长沙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暨旅游精
品线路推介会上获悉，以“品味文化”为
主题的2015年中国郴州“林中之城，休
闲之都”国际休闲旅游文化节，将于10
月28日在郴州市苏仙区飞天山开幕。

作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郴州市
文化底蕴深厚，自然风景优美，形成了
以生态休闲、寿地福地、漂流探险、温泉
健身、红色摇篮、民俗风情为主要特色
的旅游品牌。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创新
思维，把文化旅游作为综合性产业来认
识、谋划、推动和发展，下发了“加快旅
游业发展、建设旅游强市的意见”等系

列文件。2011年起，结合“林中之城、休
闲之都”旅游新定位，每年举办一届“林
中之城、休闲之都”国际休闲旅游文化
节，全力打造郴州特色旅游品牌。

据介绍，今年这届节会将更加注
重文化元素，开幕式将推出《飞天·苏
仙》大型山水实景演出，在奇山异水
间融合现代高科技，演绎苏仙飞天神
话传奇， 给人们呈上一道山水共舞、
古今交融、自然和人文交相辉映的文
化盛宴。节会期间，还将举办休闲体
验式飞天山家庭自行车赛、“美丽郴
州西河行”大型书法美术摄影展、“家
庭休闲旅游”网络论坛、第五届湘粤
（秦马）骡马古道徒步等20项活动。

相约“飞天山”
郴州休闲旅游文化节月底开幕

湖南日报10月12日讯 （记者 徐
亚平 通讯员 唐送文 张脱冬）今天，
岳阳市组织县（市）、区渔政局，联合
长江航运公安岳阳分局、水上派出所
等单位，开展打击非法捕捞联合执法
专项行动，将杨某8000米的非法矮围
进行依法强制拆除。

10月3日、6日， 湖南日报2次披露
了东洞庭湖“海网”等非法捕捞现象，
农业部、湖南省及岳阳市、县相关部门
对此高度重视。今天早上，岳阳出动50
多名联合执法人员在东洞庭湖君山壕
坝等水域进行了整治， 业主杨某占水
面4000余亩的非法矮围被分段摧毁。

岳阳渔政摧毁矮围近8000米

新闻集装

湖南日报10月12日讯 （记者 李文
峰 通讯员 唐李佳)“尝了小吃、 听了山
歌，更想去吸吸氧、洗洗肺……”10月10
日至12日，风姿迷人的“炎陵神农谷国家

森林公园”应邀参加在武汉举行的2015
年中国森林旅游节，格外引人注目。节会
论坛上， 炎陵神农谷获评“中国森林氧
吧”，成为我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单位。

炎陵神农谷获评“中国森林氧吧”

湖南日报10月12日讯 （曹辉 蒋
睿 熊龙英）“新当代” 艺术家代表之
一彭烈洪“禁止调头”主题作品展，今
天在湘潭市中格美术馆举行。“禁止
调头”作为新当代艺术群体的一句宣
言，给艺术教育植入了一种理念和信
念。

彭烈洪，我省青年油画家，清华大
学美术学院研究生毕业， 湖南工程学
院设计艺术学院青年教师。 他在此次
画展中提出的“禁止调头”是“反像”的
一个主题，是他在现实中的透视、反思
和突围，同时也是一代人的社会反思，
是对时代记忆的回放和醒悟。

彭烈洪油画作品展出

湖南日报10月12日讯 （记者 唐
善理 通讯员 李正华 艾志飞） 永州
日前下发《永州市普通高中学校校长
后备人才库建设实施方案》， 在全市
公开遴选100名普通高中学校校长后
备人才，为优秀人才走上校长岗位搭
建平台。

永州市现有普通高中学校30所。
永州市委、市政府把校长队伍建设作为
提升教育质量的关键和重要抓手，建立
了校长后备人才库， 力图通过岗位培
训、挂职锻炼、学习进修等途径，创建平
台促使其尽快成长，全面提高校长后备
人才的综合素质和业务能力。

永州公选100名中学校长后备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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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837 1040 87048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887 173 326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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