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核应急管理干部
在衡阳培训

湖南日报7月3日讯（记者 徐
德荣 通讯员 刘峥）近日，由国际
原子能机构、国家核事故应急办主
办， 南华大学承办的第6期全国核
应急管理干部培训在衡阳举行，来
自国家核应急协调委成员单位、国
防科工局、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国
家核应急技术中心及各省、 市、自
治区核应急管理机构、核设施营运
等单位管理干部150余人参加。

此次培训为期3天， 特邀国际
原子能机构库特科夫·夫拉迪米
尔、约翰·库兰、沃夫甘·曼弗瑞德·
卫斯，以及清华大学教授施仲齐等
专家为学员们授课。相关专家讲授
了核或辐射紧急情况准备与响应
安全标准文件、核安保与核应急准
备和影响的联系等，并围绕核或辐
射应急防护策略、 应急人员保护、
核应急准备与响应国际援助等进
行了探讨交流。

湖南日报记者 戴鹏 通讯员 阳童

仲夏， 茶陵县腰潞镇马加庄村
500多亩烟叶又到了一年收获的季
节。昔日的贫困户，如今的种烟大户
们，从田间而归，一个个笑得香甜。

马加庄村是国家级贫困村，3年
前全村951户村民中， 有135户是建
档立卡贫困户。精准扶贫以来，马加
庄村依托传统农业优势，发展烤烟种
植，2015年全村脱贫34户148人，去

年脱贫41户157人。
6月20日晚8时许，天黑了，马加

庄村的村民们才结束一天的农活，陆
续回到家中。记者到来时，村民周运
平正在请帮他抢收烟叶的贫困户吃
晚饭， 大圆桌上摆放着红烧猪蹄、卤
猪舌尖、 小炒五花肉……12个碗碟，
菜式丰富，大家吃得其乐融融。

今年41岁的周运平3年前还是村
里的贫困户。一家5口，小的小，老的
老， 病的病， 全靠他在外打工一月

1000多元收入过日子。“小孩要上
学，老人要赡养，妻子要看病吃药，每
个月入不敷出， 向别人借100元，他
们还担心我还不起。” 说起往日的辛
酸，周运平神色黯然。

如今，周运平是村里脱贫致富的
典型。2014年，他在驻村扶贫队和村
干部鼓励下，开始种植烤烟，从最初
种几亩，到现在种20余亩。周运平用
自己勤劳的双手， 在2015年就实现
了脱贫。除去日常开支，他一年能存
下3万余元积蓄， 新建了面积200多
平方米的新楼房。

由于缺乏劳动力，周运平从开始
种植烤烟时，就请了村里一些贫困户
来给他帮工。“反正自己事情也不多，
就来帮帮忙吧。” 村里过去的贫困户
陈晚来说。没想到的是，这一“帮”，陈
晚来年收入就上了万元。

周运平请贫困户来帮工，主要是
在地里栽苗、除草、施肥，在烤烟房夹
烟叶、分级。短短几个月下来，这些贫
困户每人收入少则五六千元、多则一
万余元。来给周运平帮工的贫困户中，
有一位年过六旬的老人叫罗秋娇，她
为了给身患重疾的女儿治病， 花光了
积蓄，举债度日。周运平动员她也来试
一试。 现在， 她不仅有了钱给女儿治

病，而且还有望在今年实现脱贫。
记者在村里采访得知，周运平请

了8位贫困村民帮他收烟叶。 他为记
者算了一笔账，他给每个劳动力每天
付工资130到150元不等， 并包吃3
餐，每天工资加伙食费超过1500元。
“这可是我以前在外打工一个月的工
资哩。”周运平说。

村支书陈清堂介绍，马加庄村像
周运平一样靠种烟实现脱贫的贫困
户有6户，他们不仅自己脱了贫，还带
动40余名贫困户人均增加年收入
5000元以上。“我想积累些本钱，再
租些田来种烟。说不定以后还能搞个
合作社之类的哩。”周运平说。

漫步马加庄村，村里往日断墙残
壁早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修缮
一新的青瓦白墙。6.5公里进村道路
已全部铺上水泥路面， 干净整洁。路
旁一盏盏节能路灯， 在夜晚格外明
亮。 村里还新建了面积2000余平方
米的健身广场，成了村民们劳动之余
休闲的好去处。

茶陵县民政局驻村扶贫工作队
队长谭四来告诉记者，种烤烟改变了
村里贫困户的生活。 种烟的赚了钱，
帮工的也赚了钱，很多人的日子变得
“有滋有味”。

种烟种得“有滋有味”

湖南日报7月3日讯（记者 奉永成
通讯员 文萍）日前，记者从省公安厅、
省环保厅共同召开的“2016年度打
击环境污染违法犯罪工作先进集体
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上获悉。去年，
我省共立案侦办环境污染刑事案件
51起，办理适用行政拘留的移送案件
179起，行政拘留176人。

去年，省环保厅、省公安厅、省检
察院对9个市州开展了打击环境污染
违法犯罪专项督查，省公安厅和省环

保厅联合开展了打击涉危险废物环
境违法犯罪行为专项行动。 破获6起
跨省转移处置危险废物案件， 摧毁
10人以上特大污染环境犯罪团伙4
个，责令258家企业限期整改，取缔关
闭4家非法企业， 对74家企业的环境
违法行为进行了行政处罚。

今年，我省将继续加大打击环境
污染违法犯罪力度， 对环境质量恶
化严重的地区、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
的信访案件、对恶意主观偷排、漏排

行为等进行严厉打击。据统计，今年
1至5月份，全省立案查处环境违法案
件2258起， 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4.3
倍；各级环保部门共办理适用行政拘
留的移送案件272起， 涉嫌环境污染
犯罪的移送案件23起，与去年同期相
比，分别增长9.4倍和1.6倍。

会后， 省公安厅和省环保厅就
“两法衔接”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
衔接) 工作对基层执法人员进行了
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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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地铁1、2号线
运营基本正常
仅2号线光达站、

湘江中路站、橘子洲站不停
湖南日报7月3日讯（记者 陈

永刚）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今天发
布公告：地铁2号线自7月3日11时
52分至另有通知时止，运行线路为
梅溪湖西站至长沙火车南站， 光达
站停止对外客运服务， 长沙火车南
站至光达站启动公交接驳。另外，橘
子洲站为配合橘洲景区关停、 湘江
中路站因湘江水位过高而执行跳站
(列车不停站通过)。地铁1号线目前
运营正常，市民可放心乘坐。

记者另外从长沙市交通运输
局了解到，受这次洪水影响，长沙市
国、 省干线和农村公路共出现塌方
262处，水毁塌方道路中断37处，已
抢修恢复30处。全市“两河一江”自
6月30日11时至今实行禁航， 全线
水域平安。 因市内部分地方出现积
水，有20多条公交线路临时改道。

湖南日报7月3日讯 （记者 李
国斌 ）昨天，湖南省网络作家协会
成立大会暨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
在长沙举行，湘籍网络作家从此有
了“娘家”。省政协副主席、省文联
主席欧阳斌， 中国作协原副主席、
网络文学委员会主任陈崎嵘等
出席。

湖南作为中国网络文学的重
镇，作品基数大，作家“大神”多，
创作整体水平位居全国前列。据
统计， 目前活跃在国内主要网站
的湖南籍网络作家和写手有1万
余人，其中妖夜、十年砍柴、血红
等网络作家， 在国内外产生了广
泛影响。

湖南省网络作家协会初步登

记在册会员250人， 大会选举余艳
为湖南省网络作家协会主席。

欧阳斌说，湖南省网络作家协
会的成立，是湖南文学史上一件具
有标志性的大事。希望湖南籍的网
络作家多从现实生活中汲取灵感，
努力创作出富有文化底蕴和时代
正能量的文化精品，同时要增强团
队合作意识，真正成为文艺湘军的
一支劲旅。 协会要认真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把网络作家团结在党的旗帜下；省
文联、 省作协要强化服务意识，为
网络作家的成长提供宽松的环境，
当好网络作家的“娘家人”，为建设
文化强省，再创文艺湘军新辉煌贡
献自己的力量。

湖南省网络作家协会成立
欧阳斌出席

� � � � 湖南日报7月3日讯 （通讯员
刘畅 傅龙张 ）日前，美国计算机
协会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简称ACM)在旧金山举
行图灵奖50周年及2016年度ACM
院士(ACM� Fellow)颁奖典礼。53名
来自世界各地的ACM成员被授予
“2016年度ACM院士”。其中，湘籍
科学家黄学东凭借其在人工智能
语音识别方面作出的巨大贡献，获
得该荣誉称号。

据悉，ACM院士是由美国计算
机协会授予的资深会员荣誉，以表
彰全球计算机相关领域有卓越贡
献的学者，每年遴选一次。目前全
世界计算机学界只有500多位ACM
院士，华裔院士仅20余人。

黄学东是湖南长沙人。1978—
1982年就读于湖南大学，1989年去
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致力于语言
识别研究，1993年加入微软。 现为
微软首位华人“全球技术院士”、微
软首席语音科学家，目前领导微软
在美国、德国、埃及、以色列的全球
团队，负责研发微软企业人工智能
客服对话解决方案等最新人工智
能产品和技术。2016年， 他带领的
微软语音团队在产业标准Switch-
board语音识别基准测试中创造了
对话语音识别词错率（word� error�
rate,� 简称WER） 低至5.9%的纪
录，首次达成与专业速记员持平的
表现 ， 被认为是人工智能领域
2016年最大的突破性进展之一。

湘籍科学家黄学东
被授予ACM院士

� � � � 湖南日报7月3日讯 （记者 彭
雅惠） 今天，2017马来西亚国际榴
莲文化旅游节在长沙召开新闻发
布会，主办方马来西亚马华公会一
带一路中心，邀请中国旅客、电商
及电视购物平台、榴莲采购加工客
商等， 在8月25至27日前往马来西
亚参加节庆活动。

马来西亚是世界上最好的榴
莲产地之一。每年6至8月榴莲大批
成熟时，该国多个榴莲产地都会举
办盛大的“榴莲节”，以吸引全球爱
好者前往品尝采购。

与其他“榴莲节”不同，2017马
来西亚国际榴莲文化旅游节将在
向全世界展销的榴莲中加入浓郁
“湖南味”。“此次节庆活动由湖南
广播电视台控股的湖南芒果娱乐

有限公司全程策划执行。” 马华公
会一带一路中心执行主席蔡宝镪
表示，这次马、湘合作共办国际榴
莲文化旅游节， 开启了马来西亚
“榴莲节”与湖南文化、旅游、经贸
交流的新渠道，“这是马来西亚的
‘名片’榴莲，与湖南文化携手向全
世界展示魅力的尝试。”

据了解，2017马来西亚国际榴
莲文化旅游节，将在马来西亚首都
吉隆坡和最大水果产地文冬分别
举行7场主题活动， 展销该国所有
品种榴莲，以方便全球游客品尝及
采购商深入了解相关信息达成深
度产业合作；并从中国主要旅游服
务网站招募“驴友”，在节庆活动期
间开展一场深入了解马来西亚榴
莲文化的“探味之旅”。

马来西亚榴莲文化旅游节
加入“湘味”
8月25至27日在吉隆坡与文冬来一场“探味之旅”

� � � �湖南日报7月3日讯（记者 张斌
通讯员 黎罗清 舒向峰）在日前召
开的岳阳市纪委派驻机构全覆盖
工作会议上，该市26家市纪委派驻
纪检组集中授牌，标志着该市纪委
实现了对80家市一级党和国家机
关的派驻全覆盖。据了解，实现市
纪委派驻机构全覆盖， 这在全省
14个市州中尚属首次。

据了解，该市新设的26家派驻

纪检组中， 综合派驻的有20家，单
独派驻的有6家。其中，配备纪检组
长26名，配备副组长53名，除驻市
公安局纪检组设3名副组长外，其
他均设副组长2名。岳阳市委常委、
市纪委书记李挚要求各派驻机构
提高政治站位，全面履行党章赋予
的职责，充分发挥“派”的权威和
“驻”的优势，当好“探头”“前哨”和
“常驻不走的巡察组”。

岳阳实现市纪委
派驻机构全覆盖
在全省14个市州中尚属首次

� � � � 湖南日报7月3日讯 （记者 蒋
睿 通讯员 卿燕飞）“诚实守信、文
明用语、真诚待客……”近日，在韶
山换乘中心，换乘中心车队的工作
人员举起右手宣读“驾驶员安全优
质服务承诺”。当天，该车队正式更
名为韶山“红杜鹃”车队，并举行了
授牌仪式。

“企业发展到哪，党的建设就
跟进到哪。” 湘潭交通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胡湘南介
绍，韶山“红杜鹃”车队是各地游客
到访韶山接触的首个服务部门。车
队只有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理念，才能为游客提供文
明、 优质的服务。 自今年4月27日

换乘车队成立党支部以来，已建设
了党员活动室, 利用网络信息技术
等新媒体建立了支部QQ群和微信
群，上传相关学习资料；为方便接
待外国游客，车队支部对驾驶员进
行了简易的英语培训。同时，邀请
十九大代表毛雨时为车队党员上
党课。

据了解，韶山“红杜鹃”车队共
有143名工作人员，其中党员19名。
驾驶员每人的平均行驶里程达到
了234.5公里，日发班车300趟，日均
旅客发送量1万多人次。换乘中心车
队于去年3月25日正式成立，一年多
来，没有发生一起安全生产事故，也
没有发生任何游客投诉事件。

打造品牌效应 传递“红色”精神

韶山“红杜鹃”车队发车

� � � � 6月20日，
茶陵县腰潞镇
马加庄村种烟
大户周运平组
织帮工做烤烟
前的准备。
湖南日报记者

戴鹏 摄

去年我省立案侦办环境污染刑事案件51起

天路
初成
7月3日，永吉

（永顺至吉首）高
速公路与吉茶（吉
首至茶洞）高速公
路吉首西互通，好
似长龙在山间舞
动。永吉高速公路
系全省“七纵九
横”高速公路网的
重要组成部分。由
于当地地质条件
极为复杂，该公路
蜿蜒在崇山峻岭
之间，是省内桥隧
比高、施工难度大
的高速公路项目。

彭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