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湖南日报6月4日讯 （通讯员 张志伟 彭利华 记者 颜石敦）郴
州市北湖区林业技术人员近日在仰天湖瑶族乡天湖草原进行
植物普查时，发现一处3亩左右像睡莲一样的野生植物。 经湖
南师大植物学专家刘克明教授鉴定， 该植物为国家一级重点
保护植物野生莼菜。

莼菜又名蒪菜、马蹄菜、湖菜，多年生水生宿根草本，由地
下葡萄茎萌发须根和叶片，并发出4至6个分枝，形成丛生状水
中茎。叶子互生，呈深绿色、椭圆形，长6至10厘米，浮生在水面
或潜在水中。 夏季抽生花茎，开暗红色小花。 莼菜含有酸性多
糖、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组胺等，有较高药用价值。

仰天湖瑶族乡生态优美、风景秀丽，当地位于海拔1300
多米处的天湖草原被誉为“一个上观蓝天、北望塞外距离最近
的地方”。刘克明教授说，野生莼菜对生态环境要求非常高，水
质不好很难生长， 在南方地区发现这么大面积的野生莼菜极
为罕见。

� � � �湖南日报6月4日讯（记者 肖军
通讯员 何文娟）记者从6月初召
开的怀化市消除义务教育大班
额工作推进会上获悉，怀化将于
2018年底前消除66人以上超大
班额，2020年底前消除56人以上
大班额。 自2018年秋季学期起，
原则上小学一年级招生班额不
得超过45人，初中一年级不得超
过50人，不得产生新的大班额。

根据怀化市2018年至2020
年消除大班额专项行动计划，全
市将于2018年底前消除66人以
上超大班额，56人以上大班额比
例控制在12.2%以内；2019年底

前56人以上大班额比例控制在
6.8%以内；2020年底前全部消除
56人以上大班额。

为确保实现消除大班额工
作目标， 2018年至2020年， 怀
化市将投入45.88亿元， 实施建
设项目79个， 完成75所学校新
建 、 改扩建 ， 增加学位 91920
个， 足额均衡配置义务教育学校
师资。 其中， 主城区启动实施化
解大班额三年攻坚计划，实施22
个建设项目， 新增城区义务教育
学位25210个。 推进会上，怀化市
各县 (市、区 )递交了消除义务教
育大班额责任状。

� � � � 湖南日报6月4日讯 （记者
蒋剑平 通讯员 姜旭波 李超元）
日前， 在邵阳市开展的“随机
式” 交叉巡察中， 发现某县2名
县处级领导干部涉嫌违纪问题
线索、 某县9名村干部涉嫌侵占
扶贫资金问题线索。

为破解基层“巡不深、 察不
透” 难题， 减少人情干扰， 打通
正风肃纪最后一公里， 今年4月
以来， 邵阳市委在各县 （市、
区） 探索开展“随机式” 交叉巡
察。 具体做法是， 每个县 （市、
区） 各成立1个巡察组， 巡察组
人员由各县 （市、 区） 选派； 市
委根据掌握的情况和工作需要，
对12个县 （市、 区） 摸排确定
巡察单位， 再通过随机配对巡
察组和被巡察单位。 市委巡察
办出台巡察工作回避制度， 明
确凡巡察组人员与被巡察对象

存在亲属、 同学、 同事关系等6
类情况的， 实行回避， 确保人情
“零干扰”。 巡察期间， 共发放测
评表8000余份， 走访群众4800
余人， 开展谈话5000余人， 调
阅资料4200余份， 提出整改建
议220条。

精准“点穴”显著提升了监督
实效。 据统计， 邵阳开展“随机
式” 交叉巡察一个月以来， 共发
现问题线索120件， 涉及处级干
部3人、 科级干部30人、 科员及
一般工作人员37人、 村干部59
人， 按规定移交相关部门办理群
众信访举报412件 （次）。 据悉，
在总结完善“随机式” 交叉巡察
的经验上， 邵阳市委还将在全市
探索开展“互派式”“滚动式”“推
磨式”“全员式” 交叉巡察， 进一
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在基层落地
生根， 使利剑高悬、 震慑长在。

� � � � 湖南日报6月4日讯 （通讯
员 李中博 记者 肖洋桂） “县
畜牧局3人督查养殖退养进度、
县民政局5人来扶贫点慰问留守
儿童……” 6月3日， 在澧县甘
溪滩镇政府食堂， 工作人员游
碧芸一边收取伙食费， 一边开
具收据， 没有客套与谦让。

这是澧县从严从实管住
“嘴上腐败”的一个场景。“同城
公务不宴请” 已成为该县公职
人员的共识和规矩， 但下乡不
出具公函、 镇政府食堂就餐不
交纳伙食费， 甚至超标准接待
等现象仍时有发生。 为此， 澧

县县委常委会专题研究明确 ，
因公下乡必须到镇政府食堂就
餐， 并按标准交纳伙食费。 不
交或少交一律视为违规公务接
待，违者从严查处。

目前， 澧县19个乡镇 （街
道） 均在食堂显眼处张贴了
“上级来客或同级检查用餐， 请
一律按标准交纳伙食费” 的提
示。 同时， 县纪委监委成立5个
检查组和1个巡回督查组， 对各
乡镇公务接待和县直单位因公
下乡交纳伙食费事项开展专项
督查， 对顶风违纪者一律先免
职再查处。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朱孝荣 李铁南

6月3日， 资兴市唐洞街道高牌村贫困户肖
爱国的杨梅地里， 一群游客正欢快地采摘着杨
梅。“老肖，我们是看了朋友圈，说你的杨梅好吃，
才开车过来的。”一位游客对肖爱国说。看着树上
杨梅越来越少，51岁的肖爱国打心底感谢这几
天帮自己推销杨梅的街道帮扶干部。

5月29日上午， 资兴市唐洞街道结对帮扶
干部李华和冯烨等人，来找肖爱国采集贫困户
劳动力就业信息时，发现他在杨梅地里愁眉苦
脸。 原来，肖爱国精心打理的几十棵杨梅树今

年喜获丰收，个大、品好、味甜，产量有600多
公斤。可近期天气不好，熟透的杨梅开始掉落，
肖爱国一筹莫展。

“阴雨还会持续好几天，这些杨梅再不摘
下来就挂不住了。 我们得想办法，帮老肖把杨
梅卖出去。”帮扶干部商议着，大家每人先买了
几大袋，并用手机精心拍照，配上诱人的说明
文字，发到微信朋友圈。

肖爱国杨梅滞销的信息很快传开。 几天
来，很多人通过微信购买或到现场采摘，帮老
肖家销了400多公斤杨梅。 因为肖爱国不懂微
信， 帮扶干部又将微信上订购的杨梅打包装
袋、送货上门，肖爱国笑逐颜开。

宁乡市成立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基地
湖南日报6月4日讯（李曼斯）昨天，宁乡市退役军人就业

创业基地正式成立。基地成立后，退役军人将获得免费再就业
技能培训及创业扶持， 有创业项目的退役军人还可享受企业
免费入驻等便利服务。

目前， 宁乡市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基地租用宁乡文体中心
一楼，建成了一个有1000多平方米的人才招聘市场，定期举
办人才招聘会；建有就业培训中心，直接面对用人单位，对退
役军人进行再就业技能培训和适用性培训， 有效提高退役军
人就业成功率。 今年初在宁乡文体中心举办的退役军人人才
交流会，组织近百家企业进场招聘，成功为30多名退役军人找
到了工作岗位， 帮助近百名退役军人与用人单位达成就业意
向。

据了解，2015年，宁乡退役军人、企业“老板”陈建凯牵头
成立了“宁乡退役军人之家”和“宁乡退役军人应急救援志愿
突击队”， 并于今年3月开始筹建宁乡市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基
地。 该基地是宁乡撤县设市后，宁乡第一个高标准、高品质的
创客空间，将秉承“退伍不褪色、转业不转向”的誓言，通过基
地的培养帮扶，激发退役军人的荣誉感和创业激情，让他们在
回到家乡后继续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常德市
通报5起涉水环境违法案
湖南日报6月4日讯 （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黄道

兵）常德市环保局今天通报5起涉水环境违法案例。
这5起案例分别为，湖南迪亚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利用软管将氧化池中污水用潜水泵直接抽出， 排放
至周边管网，流入澧水河，被澧县环保局责令整改并
处罚款15万元；澧县佳新食品有限公司、澧县天天香
食品开发有限公司这2家公司均超标排放，均被环保
部门责令停产整治，并处罚款15万元；澧县周怀远养
猪场超标排污，被澧县环保局责令整改、停止排污，
并处罚款10万元；洞庭纸业有限公司私设暗管排污，
被鼎城区环保局责令改正并处罚款8万元。

白鹭夜游来“做客”
石山湾村村民主动护鸟

湖南日报6月4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何顺 谭俊杰）
6月4日清晨4时，在祁阳县龚家坪镇石山湾村，护鸟队还在村
后山林里巡逻。护鸟队员段南阳说，自从在村后山林里发现大
型候鸟栖息地后，村民们自发日夜巡逻护鸟，至今已坚持近两
个月。

今年4月6日下午，石山湾村村民上山祭祖时，发现一些幼
鸟被大风吹下鸟窝，摔在地上受伤。村民段南阳立即把受伤的
8只幼鸟带回家，并向县林业局报告。

当晚10时， 县林业局鸟类保护专家陈文胜等赶到段南阳
家，认出这是省级重点保护动物白鹭和夜游。专家们还在村后
的树林里发现白鹭、夜游等孵化留下的大量蛋壳，确认这是一
处大型候鸟集中栖息地，正处于鸟类孵化期，需加强保护。

为保护这些珍贵的候鸟， 石山湾村制定了爱鸟护鸟村规
民约，70名村民主动报名成立护鸟巡逻队。 近两个月来，护鸟
队发现并制止16起打鸟捕鸟行为，及时拆除、收缴多张捕鸟网
等捕鸟工具。

村民们说，以前村庄周围没见过这么多鸟，这几年封山育
林，生态环境变好，鸟群才来了。 大家表示，优美环境来之不
易，一定要守护好。

冷水滩区
为考生筑“隔音墙”

湖南日报6月4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讯
员 张宗伟）“马上要高考了，请你们严格按照
相关规定施工，不要产生噪音，影响周边学生
学习和休息。 ”6月3日，在永州市冷水滩区江
南幸福里项目部， 凤凰城管大队执法人员向
该项目部负责人进行高考“禁噪”宣传。

当天，城管执法人员还对零陵路、凤凰路、
翠竹路、百业街等路段进行了整治，“劝退”噪音
扰民商家80余户。

从5月底至6月22日， 该区开展为期一个
月的“护考”专项行动，为考生筑起“隔音墙”。

蒸湘区
集中兑现执行款2151万元

湖南日报6月4日讯 （记者 徐德荣 通讯
员 何俊）6月2日， 衡阳市蒸湘区人民法院召
开执行款集中兑现大会， 为54名胜诉当事人
兑现执行款2151万元。

据介绍，为打好“决胜执行难”战役，蒸湘
区成立了执行联动工作领导小组， 全区17个
部门共同参与，形成合力。 采取“一案一户、一
案一策”方式，发布敦促被执行人履行义务通
告、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和限制高消费令，并推
行网络司法拍卖等， 推动执行工作取得阶段
性进展。

� � � �图为仰天湖瑶族乡发现的野生莼菜。 张志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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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6月4日讯（记者 张颐佳）
6月2日，一场“环保行动派，共筑开福
梦”主题宣传活动在长沙市开福区风帆
广场举行。这是开福区打赢蓝天保卫战
“三个月治标”总结会，也吹响了全区人
民再出发的战斗号角。

今年初，我省“蓝天保卫战”打响
后， 开福区以抓铁有痕的劲头积极行
动。 区委、区政府先后进行专题调研30
多次，各级各部门开展执法4800余次。

对发现的问题，现场调度、现场交办,已
督促整改问题近2万个， 立案处罚单位
250余家，行政、刑事拘留33人。

开福区委主要负责人表示，要取得
标本兼治的效果，既要上下一心、全民
参与，也要靶向精准，运用好现代科技
力量。为此，该区采取“人防+技防”的方
式，将“蓝天保卫战”不断向纵深推进。

“人防”，即以党员为表率，带动全
民参与。 全区组织1500余名党员深入

社区、企业、学校进行宣传发动，印发倡
议书、宣传手册6万余份。 同时，以社区
网格、居民小组为依托，充分发动群众，
使市民自觉成为蓝天白云的守护者。

“技防”，即以“神器”当先锋，充分发
挥先进技术设备的作用。 如查污有“中科
院激光走航车”，能用激光检测空气中颗
粒污染情况；治霾有“多功能抑尘车”，能
半小时将25吨水化为超微水雾， 喷射到
120米开外。 同时，在13个渣土工地、2个

回填区共安装41个监控摄像头， 建立起
场内监控和车辆识别系统。 还在每天上
午9时至下午5时， 用多台无人机对全区
189个工地开展不间断抽查。

据介绍,今年1月至5月26日，开福
区伍家岭监测点空气质量优良天数累
计达103天，优良率达70.6%，同比提高
3.5个百分点；沙坪监测点优良天数115
天，优良率79.3%，同比提高4个百分点，
在长沙市10个监测点中综合排名第一。

� � � �湖南日报6月4日讯(记者 邢玲 通讯员
宋铁山 袁小平)5月底， 在中国政府信
息化大会上，益阳市新型智慧城市建设
获得中国政府信息化管理创新奖。这是
继去年获中国智慧城市创新奖、中国智
慧城市示范城市奖之后，益阳在智慧城
市建设领域再次获得国家级大奖。

去年，益阳围绕“善政、惠民、兴业”目
标， 精心编制了新型智慧城市建设顶层
设计方案，整体规划了信息基础设施、统
一支撑平台、民生服务类、产业支撑类、
城市管理类5大类51个项目，估算总投资

55.8亿元。 计划通过3至5年努力，将益阳
打造成为全国大数据协同创新市、 全国
惠民应用领先示范市、 全国产业跨越发
展引领市和全国城市精准治理标杆市，
助力富饶、创新、开放、绿色、幸福益阳的
建设。

为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益阳先后与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湖南公
司、 软通动力集团、58集团等知名企业
开展战略合作，先后举办“生态农业、智
慧乡村”互联网大会、益阳与华为生态
合作伙伴闭门会议、益阳数字经济发展

(北京)座谈会，吸引大批益阳籍知名人
士和华为生态合作伙伴在益阳设立企
业总部、生产基地、研发中心和运营中
心等。 该市还携手华为和湖南城市学
院， 成立了湖南新型智慧城市研究院，
系统研究新型智慧城市建设解决方案。

目前， 益阳先期启动了23个智
慧城市重点项目建设。 其中，“智慧
大脑+政务服务” 已建成并上线运
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一单统表、
一厅统管、一窗统受、一网统办、一
号统揽”的政务服务新模式，实现群

众办事“不跑腿”或“最多跑一次”。“智慧
城管”已完成第一期工程建设。“雪亮工
程”项目正招标实施。“智慧教育”“时空信
息平台+智慧国土”等项目方案已通过专
家评审。“智慧农业”“智慧水务”“智慧交
通”等项目正抓紧完善方案。

怀化努力消除大班额
3年投入45.88亿元，新建、改扩建学校75所

邵阳“随机式”
交叉巡察精准“点穴”
一个月发现问题线索120件

澧县乡镇食堂烹出“清廉餐”

贫困户杨梅丰收滞销———

扶贫干部“朋友圈”促销

� � � � 5月31日，蓝
山县高塘坪二级
电站， 技术人员
在安装调试水库
“天眼” 监测系
统。 最近，该县给
10个水电站和管
理所安装“天眼”
监测系统， 为安
全度汛提供技术
支撑。

胡林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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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益阳市

“蓝天保卫战”初战告捷开福区

野生莼菜现北湖

新
闻
集
装

新
闻
集
装

先期启动了23个重点项目建设

“人防+技防”全力出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