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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8月15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章焱平 周健 马卫平 ）8月10日
上午， 衡东县洣水镇鹤祥村油茶种植大
户王建国带领5个村民，每人身上背着一
台割灌机来到油茶基地， 忙着割除油茶
林的荆棘和杂草， 他们先除草后垦复。
“这样利于对油茶林保水增肥壮果。”王
建国解释。

这片油茶林面积共有140亩，栽种的
是衡东县林业技术推广中心培育的优良
品种“衡东大桃”。按照县林业局指导的
油茶林培育技术进行培育， 两年浅锄三

年深挖，现在是垦复油茶最好的时候。据
介绍，这片油茶丰产林预计每年产果4万
多公斤，产油1800公斤，纯收入8万多元。

近3年来， 衡东县加大科研力度，改
良品种。重点把好育苗关，统一集中在县
苗圃育苗，培育“衡东大桃”良种油茶苗
营养杯苗400万株。同时 ,推行龙头企业
带动。目前，全县已形成以企业、农业专
业合作社为主体的新造油茶建设体系，
拥有湖南中联天地国家级林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2家省级农业化龙头企业，4家省
级林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湖南中联天地

已完成高标准油茶新造示范基地面积达
5.8万亩，拥有油茶面积2000亩以上的基
地10个； 高湖万亩油茶产业园建设面积
达到10000亩， 荣桓油茶产业园建设面
积达6000亩；15家油茶专业合作社投入
油茶产业发展，形成5个2000亩以上的油
茶基地。

衡东县还出台油茶产业扶贫政
策，帮扶贫困户实现产业脱贫。近10
年来，全县已完成油茶新造面积23.5
万亩， 油茶低产林改造面积30万亩。
目前，该县已形成“一带（京珠高速公

路带）三片（德圳－吴集片、杨桥－高湖
片和县城周围片）”的产业格局。去年，全
县油茶籽产量达60456吨；今年，力争“衡
东大桃”通过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
打造衡东油茶品牌。

湖南日报8月15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肖辉 尹湘军）“上个月底我成功
入选村级后备干部名单。”8月13日， 郴州
市北湖区燕泉街道七里洞村30岁的何宇
果乐呵呵地说。何宇果大学毕业后在广东
的外资企业做高管, 这次回来参加村级后
备干部选拔， 他决定利用村里的区位优
势，与村民一起创业搞建筑装修，带领大
家共同发展，受到村支两委大力支持。

如何选拔和培养村级后备干部，是

关系到村级组织建设和乡村经济社会发
展的大事。今年,北湖区推行村级后备干
部公开选拔制，从5月开始，在全区91个
村进行全面公开选拔。“选什么人， 用什
么方式选， 是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
题。”北湖区委常委、区委组织部部长李
群利介绍，该区“一把尺子”定标准，出台
公开选拔工作方案，明确4个基本条件和
8种限制性情形。对所有报名者均由乡镇
（街道）初步审查，合格人员再由乡镇（街

道）的组织、纪检等6个部门逐一复审,再
组建考察组深入到村干部、党员、群众中
进行现场考察。

后备干部选拔出来后， 由各乡镇
（街道） 安排1至2名培养联系人进行结
对帮带，定期交心谈心。区委组织部举
办村级后备干部培训班，乡镇（街道）每
年组织一次以上集中培训，村党组织开
展经常性学习培训。 通过设岗定责、挂
职锻炼、为民代办服务、列席村支两委

会议、承担急难险重任务等，对后备干
部进行培养锻炼。

目前，该区已公开选拔316名村级后
备干部，其中35岁以下的有247名，占比
78.2%， 比换届时提高了48个百分点；大
专以上学历的有160名，占后备干部总数
50.64%，比换届时提高28个百分点；农村
致富带头人有246名，占比77.85%，比换
届时提高31个百分点。目前,公开选拔的
村级后备干部都安排了岗位进行锻炼。

“衡东大桃”良种油茶富百姓
今年力争通过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打造油茶品牌

“一把尺子”选拔后备村干部
逾五成具大专以上学历

苏仙区全力抗旱保水
“战高温”

湖南日报8月15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李梦湖 )
今日，郴州市苏仙区五里牌镇翠江村，稻苗随风掀起层层绿
浪。炎炎烈日下，大头垅灌区水管站站长邓见生，穿过大片
稻田，沿着灌溉渠认真巡查。“每天都要步行3个小时，检查
负责的5公里灌溉渠内是否有垃圾、杂草、淤泥堵塞渠道。”
邓见生边说边清理渠道内的杂草， 看着涓涓细流加速流入
农田，他心情变得舒畅。

大头垅灌区、 柳泉灌区承担着苏仙区主要粮食生产
区———北面片区近6万亩农田灌溉任务，灌溉渠总长约100
公里，为防止灌区出现“跑、冒、滴、漏”现象，苏仙区安排10
多名工作人员每天按时巡查渠道， 及时发现和处理渠道梗
阻问题，确保每一滴水用在抗旱保灌上。

7月中旬起，苏仙区辖区持续高温少雨，农作物出现不
同程度的旱情。为应对高温少雨天气，该区多措并举抗旱保
苗，保障灌溉用水和农村饮水安全。该区农业、水利、应急等
部门密切联系，及时发布天气预警信息，制定抗旱保苗保水
方案，提前完成蓄水灌库，成立水利抗旱服务队，指导群众
引水灌溉。 农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 指导农户科学抗
旱，防虫除草，浇水追肥，帮助检修抗旱机械，保障物资供
应，力争秋粮丰收。

近两年，该区投入资金600多万元，新建农村饮水安全项
目14处， 巩固提升39处，10万余群众都喝上干净放心的饮用
水。51处保水项目正在建设中，目前全区群众无饮水困难。

高温下的“追风人”
通讯员 邱郭玮瑶 湖南日报记者 颜石敦

8月14日上午， 记者一路翻山越岭来到桂阳县雷坪镇
中广核新能源青兰风电场，看见50座风力发电机矗立在各
个山头。这些“巨无霸”有86米、30多层楼高，为确保风电场
安全高效运行，运检员每天都要进入“炖罐”顶端进行检修。

据介绍，中广核新能源青兰风电场总装机容量达10万
千瓦时，于2016年6月并网发电，年可发电2.08亿千瓦时，相
当于节省6.43万吨标煤。

“近期气温持续偏高，‘炖罐’ 顶端最高温度达52摄氏
度。”青兰风电场运检员陈惠宇说，他们每天大概作业3个小
时，因为温度太高，所以每20多分钟就要出来透一下气。

今年21岁的陈惠宇，从事“炖罐”顶端检修工作已经有3
年，因为工作环境特殊，同事换了好几茬。每次检修，陈惠宇
都顺着垂直的塔机，攀爬400多级扶梯到“炖罐”顶端，这非
常考验人的毅力和耐力。

当天，透过设备显示屏可以看到，发电机里面的温度比
室外高20多摄氏度。“有时候出现状况就得紧急修理，忙得
中饭、晚饭都是在‘炖罐’顶端吃。”陈惠宇说。

为给千家万户送去光明、送去清凉，陈惠宇每天要检查
60多个项目，大到风力发电机叶片，小到一颗螺丝钉，汗水
浸湿了他的衣服。

湖南日报8月15日讯 （记者 蒋
睿 通讯员 李南曦 李锦程） 今天，
记者从湘潭城乡建设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获悉， 因受洪水影响暂时关闭
的窑湾历史文化街区将于8月16日
重新开街，迎接游客。

窑湾历史文化街区位于湘潭市
雨湖区窑湾街道境内。 因遭受特大
洪水侵袭，该街区于7月初启动紧急
关闭措施。 为做好该街区灾后恢复

工作，区人武部、消防支队、城管、环
卫以及窑湾街道等多个单位， 立即
进行清除积水淤泥、消毒防疫、危房
险情排查、 水电恢复和受灾群众救
助等工作。灾情稳定后，湖南省杂技
艺术剧院还为奋战在一
线的抗洪官兵、干部、志
愿者送来了舞台剧《加
油吧，少年！》慰问表演。

湘潭城乡建设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目
前，窑湾历史文化街区文物修缮、商
户返场、 电路设施检修等工作已经
接近尾声。重新开街后，将结合非遗
和民俗文化开展系列展演活动。

窑湾历史文化街区开街迎客

辣酱飘香
� � � � 8月14日，双峰县永丰镇一辣酱生产企业，员工在翻晒辣酱。该县永丰辣酱已有数百年
的制作历史。初秋时节，经过一个多月时间的晒制，辣酱已变成暗红色，香气四溢，即将出
缸。 李建新 摄

长沙县：公司开户即开业
湖南日报8月15日讯 （记者 李治 通讯员 饶香敏）

28岁的周明媚从北京回湖南创业，打算在离老家不远的
长沙县注册一家酒业贸易公司。 让她没有想到的是，昨
天上午只花了2个小时，就在县政务大厅把营业执照、食
品经营许可证、 公司印章等开办公司的所有事项办完
了，回去后随时可以开业。她开心地为长沙县“开户即开
业”改革点赞，说这种效率连一些大城市都比不上。

长沙县实施政务窗口前移至镇街工程， 涉及企
业类型的“一件事一次办”改革在县政务大厅可以完
成，而作为个体工商户的相关事项不用出远门，今后
在镇街即可办好。

星沙市民曾建丰今天来到长沙县湘龙街道政务
服务中心， 为自己即将开业的小餐饮店办理相关手
续。填写了“开户即开业”的需求表和相关资料，并在
《告知承诺书》上签字后，曾建丰一次性领取到营业
执照和《小餐饮经营许可证》，安心地回家准备开业
事宜。湘龙市场监管所为试点单位，是全省首家入驻
街道政务服务中心的监管所。

长沙县高度重视改革，在全省率先落实“一件事一
次办”措施。下一步，长沙县还将全力深化改革，确保各
项工作落到实处，为优化全县营商环境作出新的贡献。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8 月 15日

第 20192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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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1 1040 1665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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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等奖
五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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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960

1037704
9449489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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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48
353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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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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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东县

北湖区

南山发现国家一级
保护动物林麝

湖南日报8月15日讯 (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阳
望春)今日，湖南南山国家公园生态保护处工作人员
在整理红外相机拍摄的影像资料时， 发现拍到国家
一级保护动物林麝的踪影。

林麝属麝科麝属动物， 是麝属中体型最小的一
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列入CITES附录
Ⅱ和IUCN红色名录濒危物种。 成年林麝体重6至9
千克，体长63至80厘米，雌雄均无角，耳长直立，端
部稍圆。林麝视觉和嗅觉灵敏，善于跳跃和在悬崖峭
壁上行走，主要栖于针阔混交林，栖息在海拔2000
至3800米的地域，低海拔地区也有分布。

“此次发现林麝，证明南山国家公园境内丰富的
生物多样性和良好的野生动物栖息环境。”湖南南山
国家公园管理局党委委员、 副局长苏海介绍， 下一
步，将加大对发现林麝区域的野外监控、巡查保护力
度，逐步摸清它们在这里的分布情况，了解它们的活
动规律，进一步改善林麝自然栖息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