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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经各市州和省直有关部门推荐申报，
湖南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推荐申报工作
办公室召开会议研究， 省文明委同意， 产
生了8个湖南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候选
家庭。 根据中央文明办文件要求， 现将8
个候选家庭进行公示，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
反映有关情况。 凡来信、 来电或当面反映
有关问题者， 必须签署或告知本人真实姓
名和工作单位。 所反映的问题必须真实准
确。

受理时间： 2016年10月8日至2016年
10月14日

受理单位： 湖南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
庭推荐申报工作办公室

办公地点： 省委大院三办公楼405室
办公电话： 0731-82217445

� � � � 邮政编码： 410011� � � � � �
� � � � � � � � 湖南省第一届全 国 文 明 家 庭

推荐申报工作办公室
2016年10月7日

湖南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候选家庭公示公告

� � � � 1.怀化市新晃侗族自治县晃州镇桥南
社区杨文钦家庭；

2.郴州市汝城县土桥镇周家村何利群
家庭；

3.永州市东安县大盛镇中心小学吴才
有家庭；

4.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古丈县古阳
镇罗依溪茶叶村鲁德权家庭；

5.长沙市雨花区东塘街道省人大社区
罗华家庭；

6.衡阳市珠晖区冶金街道新风里社区
聂东元家庭；

7. 常德市石门县夹山镇杨坪社区杨群
康家庭；

8.岳阳市岳阳楼区三眼桥办事处朝阳
社区徐亚平家庭。

湖南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候选家庭公示名单

� � � �湖南日报10月8日讯 （记者 奉永成） 今
天，省安委办下发了《湖南省黑火药和引火
线运输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决定从10
月起，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为期3个月的黑火
药和引火线运输安全专项整治行动。 整治
期间，不得新增黑火药、引火线生产经营企
业。

此次专项行动将重点整治黑火药、引火
线生产企业买卖、托运行为；整治规范烟花
爆竹运输从业单位经营、运输行为；打击黑
火药、引火线非法违法运输行为等。 督促黑
火药、引火线生产、经营、运输单位履行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 提高安全运输保障能力；加
强产品流向、包装、标志和道路运输安全监
管，严厉打击涉及黑火药和引火线的违法非
法行为，有效预防安生事故的发生。

《方案》要求，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的
县、乡政府，要全面落实黑火药、引火线生
产企业驻厂盯守制度， 每一家生产企业必
须明确一名监管人员盯守， 并做好产品流
向登记工作，做到生产和销售相平衡，实现
黑火药和引火线来源可查、去向可追。 在3
个月的整治期间， 全省各地不得新增黑火
药、引火线生产经营企业。

� � � �湖南日报10月8日讯（记者 于振宇 通
讯员 曾妍 覃开艳）近日，湖南高院确定48
家法院为全省民事商事裁判文书简化改革
试点单位，以破解案多人少矛盾，提高审判
效率，提升司法公信力。

湖南高院要求， 试点单位要进一步发
挥庭审的基础性功能， 通过庭审全面查明
事实，及时做出裁判。 要进一步提高法官和
审判辅助人员的综合素质， 确保法官能熟

练掌握和运用简化的裁判文书格式， 确保
审判辅助人员庭审记录等综合业务水平能
适应裁判文书简化改革的需求。 要根据司
法体制改革和落实司法责任制的要求，改
革裁判文书签发制度，减少审签环节，提高
审判效率。 要加强诉讼过程中的配套服务，
做好对诉讼当事人的释明说理和诉讼指
引，引导当事人依法规范参与庭审，保障诉
讼活动顺畅高效开展。

� � � �湖南日报10月8日讯 （记者 张斌 通讯
员 澧纪宣）“我一定严格遵守廉洁自律规
定，不收送红包礼金，不奢侈浪费，不以权谋
私，不贪污受贿，忠于职守，勇于担当，严于
律己，甘于奉献，为实现新澧州新跨越而不
懈奋斗！ ”近日，澧县县委党校多功能会议室
内气氛热烈，在新任科级领导干部集体谈话
会上，新提拔（转岗）的科级正职、副科级副

职和同级重用的副科级干部145人， 面对廉
政誓词庄严地举起右手，发出廉洁从政的铮
铮誓言，作出廉洁从政的庄严承诺。

参加此次宣誓的科级领导干部纷纷表
示，一定要加强廉政学习，提高拒腐防变的
意识，严于律己，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努
力做到忠诚、干净、担当，以优良的作风、良
好的形象带动一方发展，服务一方百姓。

我省开展黑火药和引火线
专项整治行动
3个月内不得新增黑火药、引火线生产经营企业

民商裁判文书简化改革试点全面铺开

澧县145名干部宣誓廉洁从政
� � � �湖南日报10月8日讯 （记者 张尚武 通讯
员 李书庚）最近，洞庭湖渔民频频意外捕获鲟
鱼。这是野生中华鲟还是今夏湖北清江泄洪时
外逃的养殖鲟鱼？

记者今天从省畜牧水产局获悉，按农业部
要求，国庆节前我省已下发通知，各级渔政部
门紧急行动，对渔民捕到的鲟鱼逐一进行“身
份”鉴定，只有野生中华鲟才能重新放归大自
然。

据了解，今年7月，湖北清江泄洪长江，万
吨养殖鲟鱼逃入江中。 这些鲟鱼“入侵”长江，
与中华鲟等土著鱼群杂交， 将导致基因污染，

给长江带来生态灾难。 9月23日，农业部长江办
下发紧急通知捕捞“入侵鲟鱼”。

据渔政部门调查，清江泄洪外逃的大量鲟
鱼，已广泛游弋到长江中下游干流、湖泊及河
口。 今年8月以来，在岳阳市境内的长江或洞庭
湖水域均有渔民频频意外捕获到鲟鱼。

省畜牧水产局要求，相关各地的渔政部门
要紧急行动起来， 切实加强对长江湖南段、洞
庭湖、湘江、资江、沅水、澧水等天然水域的捕
捞监管， 对已发现的鲟鱼及时开展技术鉴定，
并逐条进行登记造册、逐级上报，防止捕到的
逃逸鲟鱼重新回到长江或其他自然水体。

“万人牵手护湘江”

清理100平方米河滩，
等你来参与

湖南日报10月8日讯 （通讯员 丁嘉伟
记者 曹娴） 美丽河滩因垃圾堆积而令人心
疼。 近日，由本土环保公益组织“绿色潇湘”
发起的“万人牵手护湘江”净滩百平米行动
在长沙启动。

通过在湘江流域8个市州集中式饮用水
源地周边、垃圾污染较严重的河滩踩点调研，

“绿色潇湘”确定净滩行动的实施场地；为各地
区的协调组织负责人提供专业培训， 发放净
滩百平米工具包。 从10月份开始，再陆续发动
各地学校师生、社区居民、企业员工、政府公务
员等参与，组队认领清理100平方米范围的河
滩垃圾， 共同呼吁和倡导更多人停止继续用
垃圾伤害我们的母亲河。“绿色潇湘”还将汇整
8个市州净滩行动所获取的垃圾监测数据，分
析湘江流域河滩垃圾污染现状， 为政府的河
流垃圾治理政策提供数据支持。

据介绍，本次活动的启动资金11.5万元
是“99公益日”期间由3000多位志愿者、捐
赠人共同筹集而成。 活动得到了省水利厅、
省志愿者行动指导中心等单位支持。

紧急行动，“逮捕”外来鲟鱼

� � � � 10月6日， 桂东县四都镇
溪塘村下黄组的梧桐树上，
人们发现一只指头般大小、
身带多色花纹、 头呈三角形
的爬虫。 经该县林业局有关
专家辨认， 为国家二级保护
动物， 被学术界誉为“国蝶”
的宽尾凤蝶末龄幼虫。 宽尾
凤蝶是一种我国特有的、 濒
危的蝶类资源， 是冰河时期
孑遗物种， 属于国家二级保
护动物， 在桂东为首次发现。

邓仁湘 胡建 摄影报道

冰河期的
“来客”
———宽尾凤蝶末龄幼虫

� � � �湖南日报10月8日讯（记者 李文峰 通
讯员 王彬 王海艳）今天，攸县对一批“不
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的典型案例进行公
开通报。 该县纪检监察部门介绍，前一段，
全县通过明查暗访， 检查乡镇和县直单位
26个、服务窗口5个，发现各类问题28个、处
理62人，这次点名道姓公开通报了26人。

据了解，今年8月，攸县县委开展“马上
就办、真抓实干”活动，强化干部在服务意
识上找差距，着力解决“不作为、慢作为、乱
作为”等突出问题，促进干部作风转变。 活

动中，要求全县干部多办、快办、办好利民
之事，做到“五个不让”（决不让事业在自己
手里耽误等）、“七个绝不”（今天能解决的
绝不拖到明天等）。 还构建了常态化社会公
众评估体系， 以县长热线等平台受理事项
办结率，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评价，
绩效考核、民意调查等为依据，检验工作成
效。到9月底，全县共受理群众投诉举报118
件、已办结109件，落实惠民措施257条，并
查处了一批“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案
件。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农历九月为菊月，一朵秋菊带来的是最动
人的清芳。

在长沙红星花卉市场， 尽管菊花已经上
市，但不敌仙客来、红掌等花期长而鲜艳的花
卉。 这一花中隐士，在湖南人的生活中变得不
那么重要，专业的菊园越来越少。 鲜少有人记
得，麓山艺菊已有近50年的传统，曾一度是全
国四大菊花品种培育交流基地之一。

昌盛之日
8日寒露，鸿雁来宾，菊有黄华。 麓山枝头

叶渐黄，没了炙热与蝉鸣，时光变得温婉清寂。
在湖南省花卉协会副会长刘惠忠带领下，

记者走进麓山南面一条安静的山路，路尽头便
是麓山菊圃，栽培有上万盆菊花，独本菊、斗笠
菊、悬崖菊、案头菊……各种类型的菊花齐聚，
在秋风中含着紧实的花苞，透出微微的黄色。

“这只有以前的十分之一了，以前岳麓山
的菊花啊，那在全国是数一数二的。 ”刘惠忠
说，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是湖南菊花
最昌盛的时代。

上世纪70年代， 岳麓山成立了花木队，一
群年轻人在这里专心种花，刘惠忠就是其中之
一，当时岳麓山的菊花栽培水平很高，有1000
多个品种，是全国最重要的四大菊花品种培育
交流基地之一。

不仅是岳麓山种菊花，企业、机关都种，湖
南宾馆、湘江宾馆、枫林宾馆、九所等，菊花都
培养得不错，烈士公园、天心公园、岳麓山、晓
园公园一到秋天就竞相举行菊展。

湘潭也历来有种菊的传统，当时的湘潭电
机、湘潭电缆、湘钢、湘纺等企业种菊水平都很
高。 1986年， 湘潭市民投票选出菊花为市花。

“小时候学校秋游主要就是看菊展，雨湖公园、
和平公园每年都有大型菊花灯展。 ”湘潭县人
王四海回忆说。

隐逸之时
菊花的“好日子”到上世纪末结束了。机关

单位和公园渐渐不再培养菊花，刘惠忠和一大
批花工上世纪末纷纷离开花木队。

“菊花专类园品种要求多，投入大，收益
少，除了长沙和湘潭，现在湖南已经没有专业
种菊的了。 ”麓山景区管理处副主任龚延春说，
从前的菊花专类园现在都不种菊了，长沙只有
岳麓山一家还在坚持。

“主要还是因为菊花培养太费神了，”龚延
春说，湖南天气高温高湿，民间种植的菊花，不
去管理，往往枝壮而花小，容易倒伏，只有精心
管护的菊花，才能开出丰丽大花。李渔在《闲情
偶寄》 卷七里提到“艺菊”：“菊花之美全仗人
力，微假天工……为此一花，自春徂秋，自朝迄
暮，总无一刻之暇。 ”与商业化栽培的“大路货”
相比，专业的菊园费时费力，成本高昂，没有直

接的经济效益可言。
岳麓山仍保留了400多个菊花品种， 是湖

南菊花种质资源保存得最多的，这些品种因本
土长期栽培而具有地方特色，适应湖南高温高
湿的天气。

“这也是一种社会责任感，”龚延春说，麓山
种菊人还在默默坚持， 是对湖南菊花传统栽培
形式的一种传承。 岳麓山第一代种菊人黎其祥
后来收了个徒弟王勇，王勇又收了个徒弟邓庭。
今年，邓庭被全国风景园林协会授予“全国菊艺
新星”称号，这也是湖南首次有人获此殊荣。

在江浙一带，秋天赏菊的传统尚存，茶馆
在秋天都会摆上菊花，风雅点的商家也会赠人
一枝秋菊，不过在湖南，赠人菊花大约是要被
骂的。表达哀思的菊花是否应该继续作为湘潭
市花，还几度在网络上引发争议。“那都是西方
的观念和传统， 我们传统菊文化里没有这一
出。 ”刘惠忠痛心疾首。

国庆假日期间，命名为“国庆黄”“国庆紫”
的菊花已经摆放在岳麓山大门两侧， 热烈喜
庆，引得游人争相合影。

至于那些顶霜绽放、不作媚态、风骨清雅
的秋菊，而今又有几人懂得欣赏。

【生物小名片】菊花：菊科、菊属多年生宿
根草本植物。按栽培形式分为多头菊、独本菊、
大立菊、悬崖菊、艺菊、案头菊等栽培类型；有
按花瓣的外观形态分为园抱、 退抱、 反抱、乱
抱、露心抱、飞午抱等栽培类型。

月桂聊天
———湖湘自然笔记 紫菊黄花风露寒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乐水旺 黄胜利 刘恒毅

10月7日上午， 记者在宁远县禾亭镇龙岗
村农村淘宝店看到， 不到两小时， 该村的腌
菜销售网上成交31单。 村民黄家学兴奋地告
诉记者： “现在， 不但有客户上门收购腌菜，
而且,腌菜还成为了农村淘宝网的抢手货呢！”

偏远山村的传统腌菜， 如何成为大家喜
爱的开胃小菜？ 记者进行了调查。

传统腌菜遇上互联网
说起制作腌菜， 该村68岁的黄云秀向记

者介绍： “小时候， 我刚10岁， 就与村里的
其他女孩一样， 跟母亲学习制作腌菜。 我们
村的腌菜一直在十里八乡小有名气。” 然而，
该村的腌菜多年来停留在自己食用和“卖点
腌菜补贴家用” 的状态。

变化， 从去年农村淘宝在该村“落户”
后， 悄然发生。 该村农村淘宝合伙人、 大学
生梁华香试着把腌菜等土特产在网店展示、
销售， 没想到， 购买腌菜的回头客越来越多，
大家赞不绝口。

梁华香告诉记者： “我们村的腌菜远销
上海、 广州、 安徽等地。 仅今年已经销售50
多万元。”

互联网销售走俏， 扩大了该村腌菜的知

名度， 客商慕名而来。 记者在村里碰到来采
购的长沙客商李明， 他说： “龙岗村腌菜的
独特之处， 在于保持了蔬菜原有的脆爽和鲜
美， 很受欢迎。”

从“口口相传”到腌制创新
销售红火倒逼村里腌菜生产加工管理上

档次， 龙岗村人严把腌菜质量关。 村民李春
红说： “我们绝不卖不合格的腌菜。” 村民张
红庄介绍， “经过大家讨论， 我们把诚信经
营写进 《村规民约》， 腌制过程坚决不用任何
食品添加剂。 全村还统一包装、 统一质量要
求、 统一品牌销售。”

村民李湘红说,“我们把口口相传的传统
制作腌菜工艺整理出来， 严格执行。” 今年5
月， 客商三天两头打电话给村民邓小梅， 催
着要货。 她数次婉拒， 硬是等到坛子里的芥
蓝头腌足3个月时间， 才开坛销售。

销售火热， 还促使村民们不断改进、 创
新传统腌菜制作工艺。 今年， 他们试着在制
作腌菜时， 加入本地“糊子酒” 提鲜， 拌入
本地土茶油增加腌菜的色泽、 卖相， 还延长
了腌菜保质期。 新开发出近10个腌菜新产
品。

如今， 腌菜已成为龙岗村的脱贫致富产
业。 该村53岁的黄晓梅欣喜地告诉记者 ：

“今年， 我家销售腌菜已经进账近10万元。”

寒露至，秋意浓
注重足部保暖，睡前可用热水泡脚

湖南日报10月8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
讯员 张倩）8日寒露， 深秋的脚步已悄然而
至，寒意初起。 省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省内
云系多变，多阵性降雨，冷空气活跃，12日前
气温逐渐下降。

寒露是二十四节气中首个带“寒”字的
节气， 如果说白露是炎热向凉爽的过渡，那
么寒露则是凉爽向寒冷的转折。 寒露后，夜
晚温度将会降得更低， 民谚说：“白露身不
露，寒露脚不露。 ”寒露后更应注重足部保
暖，睡前还可用热水泡脚。

前天起，新一股冷空气开始影响我国北
方大部，多地出现明显的降温和降雨。 受北
方扩散南下冷空气的影响，昨天，湖南天气
变得阴沉，湘东部分地区还出现了雨水的身
影。 省气象台预计，8日湘东南阴天有小雨，
其他地区晴天间多云；9日至12日，湘南局部
有弱降水，其他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

� � � �湖南日报10月8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
讯员 李进科 廖昕）近日，临武县秀岩长青
草鸡养殖合作社社员胡甫国，将他用中草药
养鸡所产土鸡蛋，送到县供销社惠农综合服
务中心。 中心以每个1.5元收下鸡蛋后，通过
供销E网通发送信息至国内有关供销单位。

据了解，目前，临武县已有20多个农民
专业合作组织与县供销社签订农产品及农
资供销协议，惠及农民近5000户。临武县通
过推进供销系统改革，加强政府、企业、服

务商、经济组织之间的合作，为供销社发展
注入新活力。 同时， 依托上级供销电子网
络，打造供销综合服务平台E网通，把商品
和各种服务接入E网通，并在各乡镇、村设
站布点， 形成新的农村物流服务体系。 此
外，针对农产品“卖难”，临武县供销社将电
商平台与农产品产销对接， 给合作社及农
户提供展销平台与购销服务， 促进农产品
销售。 今年头8个月，已帮助农民实现农产
品销售收入1.4亿元。

向“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说“不”

攸县通报一批懒政扰民典型案例

临武供销社建电商平台销农产品
今年头8个月帮农民实现销售收入1.4亿元

腌足三个月，开坛！
微调查

� � � �湖南日报10月8日讯（记者 曹娴 通讯
员 谢培）金秋十月，永州冷水滩区的湘江
宋家洲河段，水清岸绿。 就在几个月前，这
里的河道还密密麻麻遍布养殖网箱， 养殖
区域河水浑浊、发绿。 记者从永州市环保局
了解到， 该市目前已取缔宋家洲网箱养殖
189户，拆除网箱26.36万平方米、养鱼房3
个，兑现补偿金和劳务款774万元，湘江宋
家洲养殖区域水质得到明显改善。

在宋家洲西侧， 当地居民从上世纪90

年代起开始网箱养鱼，网箱面积逐年扩大，
养殖区域水质逐渐下降。 为消除居民饮水
安全隐患，去年，省人大将其纳入《水污染
防治法》执法检查的重要内容。 永州市委、
市人大、市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市政府下发
了禁止在宋家洲大坝上游水域从事网箱养
殖、非法经营水上餐饮的通告。 今年来，市
委、 市政府成立了宋家洲综合治理和开发
建设领导小组，研究通过了《宋家洲网箱养
殖取缔工作方案》。

湘江宋家洲河段重回清碧

26万余平方米网箱养殖被取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