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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步“南牛北羊”重塑奶业格局
奶牛饲养数已恢复到1.85万头
并发展新兴奶山羊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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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段云行 通讯员 胡富元

11月9日，新化县水车镇群众格外感
到自豪。这一天，村消防队代表走进北京，
在中央电视台全国“119消防日”特别节
目“2016中国骄傲”颁奖晚会现场荣获先
进集体奖。

大山深处的“志愿军”

水车镇地处新化西北部的崇山峻岭
间，距县城50多公里。这里山道崎岖，林
木茂密， 秋冬季节很容易引发山林火灾。
当地9000多户老百姓的房子80%是木质
结构。2002年2月中旬的一天， 水车镇街
道一家店铺突发大火。虽然第一时间致电
县城的消防队，但终因路途较远，消防车
赶来时，半条老街已化为灰烬。

火灾过后，水车村党支部书记邹广平

和村民杨同慧总结教训，决心组织村民成
立一支应急消防队。达成共识后，2003年
11月， 邹广平、 杨同慧等15人走到了一
起。大家推选杨同慧担任队长，邹广平担
任教导员。今年，他们又把“水车民兵义务
消防队”，更名为“水车村志愿消防队”。

为了购买消防装备，杨同慧带头捐款
5000元， 邹广平和村主任罗干元分别捐
款10000元……总计捐款超4万元。 镇里
从行政经费中挤出10000元，还在县消防
大队的支持下，以最优惠价格购得一台消
防车和4台消防泵。

2003年11月，杨同慧召集队员开会，
明确了消防队的规矩：性质，义务灭火；队
魂，雷锋精神；宗旨，感恩回报。

小队伍发挥大作用

“水车消防队为群众灭火，从来没有

收过钱。” 邻县隆回县金石桥镇高洲村村
民王志慧说，“2004年8月2日， 水车村消
防队员跨县救援，扑灭了我村一院落里的
大火， 为老百姓挽回经济损失100多万
元。我们问他们收多少钱？他们说：不收。
还给我们留下了电话号码，说一旦发生火
灾，第一时间通知他们。”

“今年1月29日23时20分许，隆回县金
石桥镇农贸市场旁边的商铺发生火灾。我
们接警后，仅仅用了20分钟的时间，赶到
15公里外的火灾地点，不到半个小时，大火
就被控制住，为商户避免了损失。”邹广平
说，“我们回来时，已经是次日凌晨2时多。”

那天，金石桥镇党委书记李博握着邹
广平和杨同慧的手，谢了又谢。

13年来，水车村志愿消防队先后为本
县水车、文田、奉家以及毗邻的隆回县金
石桥、鸭田等乡镇执行灭火、抢险任务167
次，扑灭房屋火灾96起，扑灭森林火灾47

次，实现了“小火不出村、初起能控制”。

以加入消防队为荣耀

多年来，水车村志愿消防队坚持“义
务为民”，赢得了当地老百姓的高度称赞，
有志青年都以加入这支队伍为荣。 目前，
这支队伍共吸纳了18名队员， 年龄最大
的58岁，最小的35岁。全队拥有小型消防
车1台、消防泵5台、水带25盘，个人防护
装备10余套。“我们跟专业消防队一样，
向周边乡镇的村民承诺24小时‘接警’，
保证有警必出。” 邹广平坚定地说，“火警
就是命令！我们别无选择！”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 （记者 周湘云 通讯员 唐兰
荣）“我和老伴每天都来测血压， 这里又专业又方便，真
好！”11月17日，衡阳市珠晖区广东路街道临江社区的李
大爷带着老伴，来到社区“健康小屋”做血压检查，对这里
的服务赞不绝口。

今年来，为创建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珠晖区先后
建设了1个“健康走廊”、3处“健身广场”、13个“健康小
屋”，成为居民健身、保健好去处。珠晖区还推出社区卫生
“六上门”、慢性病三级预防、“中医养生保健”服务。全区
共组建52个全科服务团队和6个专家团队， 开展健康讲
座，发放健康读本、健康处方和健康包，提供上门访视、家
庭出诊等服务。

目前，珠晖区共有医疗、预防、保健等各级医疗卫生
服务机构225个，基本建成“15分钟医疗服务圈”。该区先
后被确定为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中医药服务项目试点
区、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监测哨点区、省首批基层医疗卫生
体制改革综合试点区，并成功创建了2家全国示范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 （记者 唐善
理 通讯员 李光平 贾章雄）昨日结束的
瑶族盘王节系列活动， 江华瑶族自治县
以热情的服务、 良好的秩序赢得了全国
各地瑶族同胞的赞许。 县委政法委书记
伍继承告诉记者：“我们依托‘智慧江华’
这个信息平台， 保证了神州瑶都的平安
和谐。”

今年，江华创新社会治理，在预测预
警预防上发力，利用“智慧江华”平台推
进社会治理。搭建综治视联网，建成了全
县交通运输视频监管网、 校车运输视频
监控网、社区矫正人员监控网、水利防汛
应急视频监控网；为16个乡镇配置了高
清显示器， 为312个村配置可视探头等

设备，实现终端平台联控、多部门全面贯
通、工作运行高效化。依托网格化平台，
直击省际边界、涔天河移民工程、征地拆
迁、山林水土、劳资纠纷、医患纠纷、交通
事故、非正常死亡等8大领域，强化矛盾
纠纷化解工作。 通过优化大数据共享机
制，对城管、交通、消防等26个县直职能
部门的资源进行整合，对173项社会化业
务职能进行了程序化分工组合， 运用社
会治理“互联网+”模式，充分发挥了智
慧交通、智慧城管、智慧医疗、智慧水电
等各个系统的作用。

“智慧江华”平台自运行以来，今年
全县共组织调解矛盾纠纷2472起，调结
2396起，调结率达98.3﹪。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 (记者 蒋剑平 戴勤 通讯员
马晶 封明海)11月17日， 城步苗族自治县西岩镇羴牧牧
业有限公司五桂牧场内， 我省首批奶山羊———来自陕西
的400头萨能奶山羊度过了半个月适应期， 在新家表现
活跃。

城步是我国南方重要奶源基地， 前几年奶业发展
陷入困境。近3年来，该县重新修订“奶业发展条例”，县
财政每年安排300万元专项资金，对生产合格的鲜奶实
行补贴，对奶牛重大疫病防疫提供免费服务。同时，把
好生鲜乳、鲜奶质量关。引进外来资本，恢复了奶制品
加工。

为改变过去单一的奶牛养殖结构，去年底，城步引进
陕西御宝羊乳集团并组建羴牧牧业有限公司， 发展新兴
奶山羊产业， 确定3年内在全县建设3个千头级、10个百
头级奶山羊示范牧场。 初步形成了南边以南山牧场为中
心养殖奶牛、北边以西岩镇为中心养殖奶山羊的“南牛北
羊”奶业发展新格局。

城步还积极开展奶牛（羊）标准化规模养殖小区(场)
建设。目前，已建成奶牛小区16个、奶山羊基地1个、集中
挤奶站5个。全县奶牛饲养数已恢复到1.85万头。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刘魁春 戴军）“富源超市销售100
公斤茭白，销售款1000元。”今天，衡阳县
井头镇紫亭村农民王智会接过志愿者帮
助代售的茭白款，脸上露出开心笑容。

王智会与当地20名村民经过一年
的艰辛劳作，80亩茭白获得近5万公斤
的丰产。王智会却高兴不起来，每天采收
的近2500公斤茭白，因销售不畅，只能
眼巴巴看着茭白堆积在田间地头。

茭白滞销引起社会广泛关注。11月
12日，衡阳县委宣传部牵头发起，微公益
志愿者协会协助开展以“情系菜农，爱心

义卖”为主题的公益活动。志愿者们利用
周末走街串巷，帮助王智会推销茭白，先
后在县城各个农贸市场、 社区设点进行
义卖，并在微信群，QQ群，朋友圈等网络
社交平台发布茭白滞销信息。 衡阳市民
在了解茭白滞销情况后， 纷纷伸出援手
加入爱心义卖活动。 市民胡阳生在广西
出差， 得知信息后， 当天就让朋友代购
10公斤送给村里学校……一时间茭白
成为衡阳县城市民一道时鲜蔬菜。

王智会告诉记者，截至今天，茭白已
销售30000公斤， 有一部分会留到今年
春节期间再卖，剩余的还在寻找销路。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颜石敦 何东亮

11月18日上午， 郴州市苏仙区举办
的郴州首届栖凤渡鱼粉文化旅游节，在
该区栖凤渡镇瓦灶村开幕， 吸引众多美
食专家及游客前往参观、品尝。

冬日的暖阳照耀在绿色的田野上，开
幕式现场， 一口巨大的四方鼎立在广场中
央，数十名服务员在紧张地熬鱼汤、配佐料。

“鲜香爽辣千年味， 一碗鱼粉解乡
愁。”上午11时许，在主持人的吆喝声中，
瓦灶村百桌鱼粉宴开席， 鱼的鲜味和辣
椒的辣味糅合在一起，在空中飘荡，1000
余名游客吃得津津有味、汗流浃背。

相传三国名士庞统路过栖凤渡，对
吴氏客栈鲜香爽辣的鱼粉情有独钟，称
赞道：“栖凤渡鱼粉，食之快哉！快哉！”后
来，吴氏客栈后人不断改进工艺，使栖凤
渡鱼粉成为当地小吃一绝，“走千里路、
万路里，舍不得栖凤渡”。

为把栖凤渡鱼粉打造成知名品牌、
支柱产业，2012年瓦灶村引进郴州凤楚
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投资3.6亿元，实施栖
凤渡鱼粉文化产业开发项目， 包括建设
传承馆、产业园、旅游景区等。

吴氏后人吴安英向大家讲解栖凤渡
鱼粉的制作过程。吴安英说，栖凤渡鱼粉
已是省著名商标， 并列入了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郴州凤楚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
胡建华表示， 将努力把鱼粉文化产业开
发项目打造成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
地、现代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特色文化
旅游示范景区。同时，在100座城市设立
1000家栖凤渡鱼粉店。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刘瑛 蒋纪

“明年开春， 这里将成为一片
黄、 紫相间的花海！”11月18日，湘
阴县静河乡义和农机合作社社员
王建国指着不远处的油菜、 紫云英
嫩苗，一脸陶醉地向记者介绍道。

他身后的全省湘米工程示范
基地上， 该社金牌农机手蒋国强正
开着开沟机来回穿梭，随着“突、突、
突”的机器轰鸣声，拖行的耕耙“激”
得黑泥四溅， 在嫩苗点点的田地里
留下一条条20厘米深的排水沟。

“紫云英喜温湿，忌渍水，水一
多就必须开沟排水。”蒋国强从早上
8时多就忙到下午4时， 提前完成
100多亩地的任务。

花这么大力气只为种花？“用

紫云英和油菜作绿肥生态环保，能
有效让‘疲惫’的土地恢复地力，还
改良土壤。” 合作社理事长蒋金华
主动上前，为记者释疑解惑。今年9
至10月， 合作社种植了500亩紫云
英和500亩油菜， 在提升来年土地
肥力的同时， 每亩油菜还可增收
500元。

得知记者来访， 分管农业的静
河乡政协联络办主任周兴旺也赶到
田边，说：“以花为媒，将生态农业和
休闲旅游有机结合， 明年这里将成
为我县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的
一大亮点。”

待到一年春好时，漫地油菜花、
紫云英花交错盛开，随风轻舞。无数
游客徜徉其间，醉寻花香，一幅立体
壮美的“大地油画”仿佛在记者面前
缓缓展开……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通讯员 蒋震
肖俊呈 曹阳 记者 李文耀 ）11月16日，
在长沙国际金融中心项目进行的湖南首
例140-160MPa（兆帕斯卡）超高性能混
凝土泵送试验一举成功。泵送高度达到了
452米，一举刷新了国内超高性能混凝土
泵送高度纪录。

据负责该项试验的中建西部建设湖南
公司技术人员介绍， 该次试验中使用的

140-160MPa超高性能混凝土， 在实现高
标号、低粘度技术要求的基础上，保持了其
优越的力学性能、耐火性能、韧性和耐久性
能。 同时该混凝土采用了纤维增强的效果，
不但抗压强度高， 而且具备较高的抗拉强
度。 可较大程度的降低构建的横截面积，从
而降低结构自重。可广泛运用于超高层钢结
构混凝土、大跨度结构等混凝土，适用于超
高层建筑、大跨度建筑、跨海建筑等工程。

山区群众的守护神
———新化县水车村志愿消防队的故事

珠晖区基本建成
“15分钟医疗服务圈”

“智慧江华”筑牢平安瑶都

11月19日，正在施工中的长沙市地铁4号线望月湖站。长沙地铁4号线全长33.7公
里，全部为地下线，设地下车站24座，望月湖站为第9个站，站点位于岳麓区望月湖住宅
小区内，是全线唯一全部建在住宅小区内的地铁站，也是全线最小的地铁站。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居民小区内的地铁站

一“泵”即达452米

刷新国内超高性能混凝土泵送高度纪录

茭白滞销 爱心义卖

衡阳县市民帮菜农解难

鲜香爽辣千年味———

一碗鱼粉解乡愁

千亩花海待春归

大唐华银攸县电厂全面投产
总装机容量126万千瓦，年发电量63亿千瓦时

中国福利彩票 3D 开奖信息
2016年 11月 19日

第 2016317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707 1040 73528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459 173 252407

2 4 3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 （记者
李伟锋 实习生 张维正 通讯员
龙巧燕）昨天15时16分，大唐华银
攸县电厂2号机组顺利通过168小
时满负荷试运行， 正式投产发电。
至此，该电厂两台机组全部投产发
电， 为湖南电力供应提供有力支
撑。

攸县电厂， 是煤电一体项目。
该电厂在建设2台63万千瓦超临界
燃煤发电机组同时，配套建设年产
30万吨煤炭的柳树冲煤矿。作为我
省电源建设重点工程，攸县电厂是

长株潭地区及湘南电网的重要支
撑点， 两台机组总装机容量达126
万千瓦， 设计年发电量63亿千瓦
时。

该电厂采用超临界燃煤发电
机组，发电煤耗为299.86克/千瓦
时，在全省处于领先水平。首台
机组于7月和11月投产。 该电厂
机组投产时，同步建设的高效脱
硫、脱硝、除尘设施等配套运行，
其粉尘 、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排
放均达到国家规定的超低排放
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