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0月14日讯 （记者
蒋睿 通讯员 龙卫国 黄武平）秋风
送爽，青山隐隐。10月初，走进韶山
市银田镇银田村，青竹篱笆，乌瓦白
墙， 一村一景， 置身其中如在画中
游。村主任颜昌告诉记者，通过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该村面貌大变样，如
今成为长株潭地区热门的研学游景
点，自去年8月开业以来，月接待量
约3000人次。

提升农村“颜值”拉动了农村经
济， 是湘潭市大力推进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的成果。近年来，湘潭市全面
梳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短板和硬
伤， 将全市763个行政村按客观情
况分为示范型村135个、 标准型村
468个、基本型村160个，同时创新
建立了以村庄“四清四治四提升”、

国省道“三治三化”、河湖沟渠“清四
乱” 为主要内容的整治工作标准体
系， 不同类别的村设置不同的整治
标准，做到因地制宜，分类推进。今
年前三季度， 湘潭市共出动整治人
员26.67万人次， 清理垃圾7.43万
吨， 清理河塘沟渠3.39万处， 拆除
“空心房”906栋， 绿化空坪隙地
25.37万平方米。

农村环境大变样，离不开各地干
部群众的主动参与。目前，全市763个
村成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环保）理
事会，全面完成村规民约的
修订，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工作与群众自治结合起来。
同时，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各项任务分解到全市29个
市直部门，坚持一月一排名、

一季一督查、半年一讲评、一年一考
核，实行常态化督查。

湘潭市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
介绍，从2012年起，湘潭市持续开
展农村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工作，村
民的主人翁意识不断增强， 市、县
（市） 区财政投入机制基本形成，农
村常态保洁管理机制、 运营机制基
本健全。如今，该市农村垃圾集中处
理率（小康指标）达到100%，畜禽粪
污资源化利用率、 农作物秸秆综合
利用率都超过目标值。

湖南日报10月14日讯 （记者
张颐佳）走进长沙市开福区沙坪街
道檀木岭村，一派自然的乡风扑面
而来，家家户户院落干净整洁,沟、
渠、溪、塘等小微水体好似地球的
毛细血管，布置合理、流动有序。近
日，来这里的“取经者”络绎不绝，
其小微水体治理的“开福模式”，受
到各方高度关注。

开福区是水资源大区，境内有
1江5河3湖19座水库及479处小微
水体。2018年3月，该区编制出台了
《开福区村管小微水体名录》，按照
属地管理的原则将“治水”与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有效结合。 今年年
初，该区选定檀木岭村成功片区作
为示范创建片区。按照“三池一湿
地”模式，成功片区每座农舍将厕
所用水、厨房用水、洗涤用水通过
三级化粪池、隔油池收集处理后流
入人工湿地，通过湿地层层自然净
化后再流入沟渠。

记者掀开三级化粪池盖子，
明显感觉到过滤一次水清一分。
出户后， 农业部门、 街道通过砍
青、疏挖、清淤、连通等方式将片
区小微水系连通流动， 并在沟渠
分段设置小型生物净化池，以“流
水不腐”多次净化的方式，将家家
户户的废水再次汇入生态净化池
塘。据科学检测，经过三道大关后
流入江河支流的水质可达到或优
于地表Ⅲ类水标准。

在成功片区入口， 蓝色的村
管小微水体片区河长公示牌格外
醒目， 从村干部到每家每户都是
山塘沟渠清洁的具体负责人。同
时，片区为每家每户建立了“堆沤
池”，果皮、厨余等湿垃圾可实现
100%生物循环利用，片区垃圾减
量超过50%。

据介绍,“开福模式” 正在长
沙市推而广之， 其以源头治污、
定期治淤、铁腕治违、生态治水、
精准治脏营造了“沟顺、渠畅、塘
清、坝净”的秀美水生态，从根本
上提升和改善了农村人居环境，
为全省治理小微水体提供了借
鉴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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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0月14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陈健林）波光潋滟，
流水淙淙，道路整洁，绿树成荫。这
是10月9日， 记者在江永县夏层铺
镇高家村见到的景象。 该村村支书
何秋雄介绍，村里从垃圾分类处理、
污水治理和改厨改厕等多方面发
力，彻底改变了原来的脏、乱、差面
貌，建起了一个生态美丽、宜居宜业
的新家园。

近年来，江永县大力实施治水、
治气、治土、治绿“四大工程”，实现
了水绿、气爽、土肥、山青。在治水
中，系统推进水资源保护、水污染防
治、水生态修复等工作，全县60条

河流、83座水库纳入河长制管理，层
层压实县、乡、村三级河长责任 ,完
成污水治理60个村。 对全县9处饮
用水水源地划定保护区， 实现集中
式饮用水源达标率为100%，地表水
水质达标率为100%。

该县持续开展大气污染综合治
理，实施“减煤、抑尘、禁燃、治企”。对
全县燃煤小锅炉、建筑砖瓦、道路扬
尘污染等进行专项清理。“治土”方
面，将重金属污染土壤的防控工作纳
入环保监管内容，淘汰高能耗、高污
染冶炼企业5家， 先后实施减排项目
37个。深入实施“生态立县、绿色崛
起”发展战略，造林绿化和生态治理

同步并进，封山育林21838亩，县域内
68818亩的石漠化土地得到有效治
理。重点抓好道路主线两侧可视范围
内第一线山脊为主的裸露山地绿化
工作， 全县森林蓄积量达到593万立
方米，森林覆盖率达到69.05%。

凭借生态环境优越、 空气质量
好、负氧离子含量高、旅游资源丰富
等优势， 江永县荣获了2019年度
“中国天然氧吧”称号。江永县委书
记周立夫高兴地说，今后，县里还将
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为引领，进一步聚焦“四大工程”，实
现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 加速建设
生态魅力新江永。

生态家园 宜居宜业
江永县荣获2019年度“中国天然氧吧”称号

村在景中 人在画中
湘潭市大力整治人居环境， 前三季度清理河塘沟渠

3.39万处，垃圾集中处理率达100%

湖南日报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周琼辉 周健 阳程杰

10月9日上午， 记者来到衡东县杨林镇洣南社区。软
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验收工作会， 正在社区会议室召
开。居民代表对县委前来参加验收的同志说，经过整顿，
社区变了一个样。

“社区最大的变化，是新班子作风明显好转，干部们真
心实意为居民干好事、办实事。” 居民代表谭建平说，现在，
社区基础设施好多啦！今年6月，社区投入资金在石峡片区
和建设新村片区安装了路灯，居民晚上不再摸黑走路了。社
区还新修了综合服务办事大厅，大家办事很方便。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 讲述社区新变化。 上午11时30
分，验收测评顺利通过。

据了解，过去几年，以洣南社区居委会原主任蔡某为
首的恶势力团伙为害一方，群众敢怒不敢言。在去年开展
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 衡东县委、 县政府倾听群众呼
声，坚决铲除了这个危害社会的毒瘤。今年7月，县人民法
院对蔡某涉黑涉恶犯罪依法作出判决， 一审判处有期徒
刑9年6个月。

痛定思痛。今年3月，衡东县委成立洣南社区软弱涣
散基层党组织专项整顿工作组，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
运仕担任组长， 并选派县委宣传部工会主席张铁雄担任
洣南社区党支部第一书记。

“当时，整个社区就是一个烂摊子。”张铁雄说，社区
班子人员不齐、人心涣散，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整顿
工作组到任后， 大刀阔斧开展整顿， 建立健全了社区组
织。现在，社区班子成员之间经常交心通气，想事干事氛
围浓厚，许多过去难办的事办成了。

湖南日报10月14日讯 (见习记者 李杰 通讯员 唐义
朱金虹 ) 记者今天从常德市教育局获悉， 常德将在两年
内投资1.77亿元，分别在鼎城区、石门县、汉寿县、澧县建
设4所乡镇芙蓉学校。4所芙蓉学校全部建成后， 新增学
位5000多个，届时，农村地区的孩子可在家门口享受优
质的教育资源。

据介绍，4所芙蓉学校分别是：鼎城区草坪镇芙蓉学
校，计划投资4610万元，开设18个班；石门县蒙泉镇芙
蓉学校，计划投资3500万元，开设24个班；澧县澧澹芙
蓉学校，计划投资3568万元，开设39个班；汉寿县太子庙
镇芙蓉学校，计划投资6000万元，开设24个班。4所芙蓉
学校分2期进行建设： 第一期项目今年11月开工，2020
年9月投入使用；第二期项目最迟明年9月开工，2021年
9月建成使用。

常德将建4所芙蓉学校

湖南日报10月14日讯（记者
肖军 通讯员 刘杰华 陈历军）在
湘黔边界，传说有一种树叫“怕痒
树”，只要轻轻抚摸树干，就会枝
摇叶动，发出微弱的“咯咯”声。近
日，这种神奇的“怕痒树”群落，在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排牙山国家
森林公园地理冲原始次生林山场
被发现。

“怕痒树”学名紫薇，当地人
又称“无皮树”。10月14日，记者

在现场看到， 地理冲原始次生林山
场海拔700至800米处， 林木茂密，
山势陡峭，人迹罕至。紫薇古树群落
树干笔直，光滑无皮，呈红褐色，同
周围植物反差十分明显。

经林业部门初步调查， 该群落
生长天然紫薇200多株， 分布面积
150多亩， 植株大小不一、 长势旺
盛，大者高约30米，胸径超过100厘
米，树龄多在500年以上。其中，最
大的一株“紫薇王” 围径达478厘

米，胸径约150厘米，树高35米，为
湖南省野生紫薇之冠。

据资料记载， 紫薇原产中国，
系新生代早期第三纪出现的物种
之一， 分布于长江流域， 华南、西
北、华北也有栽培。属于屈菜科、落
叶小乔木，7至10月花开不断，是地
球上花期最长的植物。

靖州林业工作人员陈华介绍，
紫薇木材深红褐色， 木纹美丽，极
具观赏价值，是理想的室内装饰及
高级家具、雕刻、箱板、电工器材等
方面的优良用材。当地能保存下来
这么多罕见的天然紫薇古树群落，
得益于其原生性森林的保护良好。

靖州发现500多年紫薇古树群落
分布面积150余亩

招聘进校园
10月13日， 企业招聘人员在与应届毕业生交流洽谈。当

天，南华大学举行校友企业校园专场招聘会，159家企业为该
校2020届毕业生提供了8600多个工作岗位。近年，该校充分
利用校友资源，为毕业生就业拓宽路子。

曹正平 孙美兰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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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下期奖池:1256438 元
03 2506 19 20 22 26 27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10月 14日

第 20192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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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5 1040 161720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2753 173 476269

1 43

南社区变了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