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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6月 22 日讯

（记者 杨军 通讯员 叶青 魏振隆）“遭遇校

园暴力怎么办？陌生人给你的饮料能不能

喝……”近日，安化县古楼乡司法所负责人

陈尚军结合《民法典》中有关青少年权益保

护条文和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给古

楼乡完小的学生讲授了一堂生动的法治课，

教育他们利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做知法懂

法守法的好少年。

益阳市重视青少年法治教育工作，建立

完善青少年普法机制，将青少年法治教育融

入课堂教学中。今年 5 月，中国关工委负责同

志来益阳市考察调研，对该市青少年普法教

育给予充分肯定。

青少年是普法宣传三类重点对象之一。

益阳市将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列为普法工

作重点内容，全市教育系统将法治教育纳入

课程计划，按照小学低年级每周 3 课时、其他

年级每周 2 课时标准开足开齐，将普法教育

和思想政治课、班会、历史、语文课等有机结

合。该市 573 所中小学校全部配备法治副校

长，每名法治副校长每年为学校上法治课

2 次以上。省法治建设工作要点要求，在全省

推介益阳法治教育进课程的经验。

益阳市每年还组织“青少年法治宣传教

育周”活动，围绕一个主题，以法治主题班

会、法治故事会、法治宣传栏、法治黑板报等

形式，开展丰富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注重

发挥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

范“五老”作用，开展“送法进校园、进基层”

讲座等，重点抓好禁毒、防止校园暴力和对

留守儿童的普法工作，将法律知识以青少年

喜闻乐见的形式融入学习教育中，产生潜移

默化的作用。目前，该市组建“五老”法治宣

讲团 12 个，每年开展宣讲活动 200 余场。

湖南日报· 新湖南客户端 6月 22日讯

（记者 李梅花 通讯员 吴佩 刘玉怀）6 月 17

日，改扩建的娄底市娄星区百亩中心幼儿

园，崭新的教学楼拔地而起，施工人员正在

进行扫尾工作，确保 9 月迎接新生入园。娄星

区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周红介绍，通过改

扩建、民改公、小区配套幼儿园回收，全区秋

季开园将新增公办幼儿园学位 1590 个。

娄星区以提升办学质量、促进学前教育良

性发展为目标，坚持普惠性和公益性原则，打出

增量、降费、提质“组合拳”，全面推进公办幼儿

园建设，扶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发展，让学龄儿

童“有园上、就近上、上好园”。截至去年底，该区

公办园幼儿占比提升至52.55%，普惠率达86%。

按照“政府举办、租赁资产、委托运营、统一

考核”要求，娄星区采取改扩建农村公办园、租

赁国有资产民办园转公办园、小区配套园收回

及优质民办园改公办园方式，推进学前教育由

“民办为主”变为“公办为主”。定向培养、公开招

聘幼儿教师，保障公办幼儿园师资力量。根据民

办幼儿园办园质量和规模，划定普惠民办园评

价标准、收费标准，对普惠性幼儿园给予取消面

积限制、提高补贴、以奖代补等支持。以区机关

幼儿园为龙头，实行“名园+弱园”“名园+民园”

集团化办学，逐步实现划片招生、就近入园。

为进一步规范教学管理，娄星区制定出

台管理办法、考核细则，由区教育局牵头对

幼儿园的办园行为、安全管理和教师从教行

为开展大督查，发现问题现场交办、限期整

改。采取“准入一批、整改一批、整合一批、取

缔一批”方式，对无证幼儿园进行专项整顿，

今年无证幼儿园实现清零。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钟慧余

6 月 22 日，长沙市天心区南托街道

美丽宜居村庄建设现场异常火热，村民

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清理杂物、修葺

围墙、种花种草、修建小游园……

在外生活了 10 多年的成功人士游汉

文、陈晓红回来了，负责南托街道沿江村

1、2 组美丽宜居村庄建设，不到 3 个月，两

人的皮肤晒得黝黑发亮。游汉文说：“为把

家乡建设好，晒脱一层皮也值得。”

因病导致家里生活困难的沿江村村

民张友根，听说建设美丽宜居村庄缺沙

子和木材，把自家建房剩下的材料给捐

了。他说：“我捐这点东西算什么，要是没

有党和政府，我们家怎会有如今的好光

景，人要知恩图报。”

滨洲新村 5 位已退休的村干部站了

出来，组成老干部协调队，不顾天气炎热

上门入户做协调工作。该村党总支副书

记张健，不仅把自家自留地让出来，还自

费将自家闲置的房屋装修一新，准备给

村里做党员活动室……

前不久，沿江村组织美丽宜居村庄

建设捐款，一晚上收到村民捐款近 4 万

元。“这在以前根本不可能，别说捐款，要

是建设时弄坏了村民几棵菜，他们都要

来找你麻烦，更别说投工投劳了。”沿江

村党总支书记唐忆感慨。

建设美丽宜居村庄，南托街道居民

为何这样拥护和支持？

滨洲新村党总支书记张百泉告诉记

者，去年村里创建美丽屋场时也曾受阻，

创建成果出来后，村民受了益，今年都踊

跃报名参与创建。

唐忆说，今年 3 月 17 日南托街道组

织农村“两委”干部、党员、“乡贤”代表，

参加“初心学院乡村振兴”业务培训会，

大家受到教育和启发。后来，村里专门组

织村民代表去长沙市望城区白箬铺镇光

明 村 、黄 泥 塘 村 学 习 取 经 ，大 家 眼 见 为

实，深受鼓舞。

今年初，南托街道出台“2021 年乡村

振兴实施方案”，创建长沙市乡村振兴示

范乡镇。随后，街道又成立了乡村振兴工

作（美丽宜居村庄创建）指挥部，由街道

党工委书记挂帅，每周专项工作调度两

次以上。将美丽宜居村庄创建纳入“书记

项目”，书记牵头、村干部包片、“三长”带

头、党员群众参与，凝聚起创建合力。

目前，南托街道预创建的 5 个市级、

1 个区级美丽宜居村庄建设均在紧锣密

鼓推进，有望在 6 月底收尾见成效。

浏阳83个老旧小区改造
全面铺开

涉及6832户居民，总投资2亿余元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6月 22日讯（记者 王文隆 通

讯员 周敏）今天，浏阳市集中启动城区 83 个老旧小区改造。

此举将全面解决这些小区下水堵、屋面漏、道路烂、线路乱、

环境差等问题，推进浏阳城市更新，打造舒心、美好的宜居

家园。

“今天起，将陆续启动城区 83 个老旧小区改造，涉及

6832 户居民，总投资 2.0577 亿元。”浏阳市城乡发展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其中有 35 个小区、4193 户改造

纳入了省重点民生实事项目。

今年初，浏阳市出台《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推进实施

方案》，明确由浏发集团具体牵头实施，发改、财政、住建、住

保等 30 余个部门、单位参与。为了更好地统筹推进老旧小区

改造，浏发集团成立了全省县级首家城市更新公司，负责老

旧小区改造和运营。

从今年 1 月起，浏阳城市更新公司会同其他成员单位，

组成 4 支工作小分队，对涉改的 83 个小区逐一进行“体检”，

开具改造“处方”，按照“一区一策”，分批为每个小区量身打

造改造方案。

浏阳市还创新推行“连片式”改造模式，将位置相邻、生

活相关的 20 个老旧小区，进行统一规划、统一施工。同时，坚

持党建引领，以“支部+小区”“党小组+楼栋”“党员+住户”

的方法推进工作。目前，该市是我省唯一“基层党建+城镇老

旧小区改造”试点县。

资阳区农家菜园
用上“自来肥”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6月 22日讯（通讯员

张美 记者 杨玉菡）“这个化粪池不仅干净整洁，一

点臭味都没得，最重要的是，再也不用挑着粪桶到

处浇肥了。”6 月 22 日，益阳市资阳区长春镇龙凤港

村村民倪年保向大家展示他家的微滴灌系统。

与传统化粪池不同的是 ，倪年保家采用的是

“三格化粪池+小微湿地”模式。化粪池就在菜园

子一角，几乎埋在地下，仅露出高出地面 10 厘米

的 3 个圆形掏粪清渣口，一个封闭环保发酵的沤肥

氹也埋在地下，占地少、整洁、气味不扩散。这套全

自动微滴灌系统利用微动力，将第三格粪液抽取

后，经塑料管道流至布设在菜园蔬菜根部上方的孔

道口，达到局部精准滴灌目的。当化粪池的水位上

升到一定位置时，电机会自动启动灌溉，无需人工

看守。“这套设备成本低，每户仅 1000 元左右，使用

寿命可达 10 年。”该村党支部书记官季冬介绍。

资阳区在农户庭院整治中，重点推进“六个一”

整治行动，即“一池（厕所化粪池）、一园（菜园）、一

沟（屋檐沟）、一圈（鸡圈）、一氹（沤肥池）、一屋（杂

屋）”，打造示范点、示范组，人居环境持续改善。

2019 至 2020 年，该区累计完成无害化农村厕所改

造 1.15 万个，全部采用“三格化粪池”，其中部分示

范户已免费安装微滴灌系统。今年，资阳区将按照

“整村推进”原则，完成 2.1 万户无害化改厕任务。

安乡推出“远程探视、
亲情帮教”服务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6月 22日讯（记者 李

杰 通讯员 周晓文）“以前去看望儿子，往返需要两

天。现在提出申请，第二天就能‘面对面’说上话。”6月

21日，安乡县深柳镇南剅口村村民陈某在该县司法局

远程探视室，与在衡阳雁南监狱服刑的儿子“见面”。

远程探视系统是一项便民工程，司法局和监所两

端使用专用设备，家属和监所服刑人员可“面对面”视

频会见。目前，安乡县司法局远程探视系统已与全省

监狱、戒毒所全面对接覆盖。运用这一系统，服刑人员

家属经登记、申请、审批，可在“家门口”与省内异地监

狱服刑人员、戒毒所戒毒人员“零距离”沟通。

为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解决群众

“探视难”问题，安乡县司法局依托信息化平台，推

出“远程探视、亲情帮教”服务，为服刑人员搭建起

亲情沟通的桥梁，让亲情帮教“零距离”、家所互动

“不断档”。该局远程探视项目负责人李淳姿介绍，

远程探视从人性化角度增加家人“面对面”沟通机

会，减少亲属往返奔波的麻烦。今年 4 月启用以来，

已探视 11 次，服务群众 28 人次。

573所中小学校全部配备法治副校长

全区秋季开园将新增公办幼儿园学位1590个

“为把家乡建设好，晒脱一层皮也值得”

长沙市天心区南托街道创建美丽宜居村庄，居民
从不理解、不支持，到现在积极响应——

6月22日，网红主播在采摘“瑶乡雪梨”。 杨丁香 蒋克青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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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6月 22日

讯（记者 黄柳英 通讯员 杨丁香 夏志

杨）“夏日炎炎，怎么少得了‘消暑利器’？

江华出产的‘瑶山雪梨’香甜多汁、爽脆

无渣、润肺降火，大家快买它。”6 月 22

日，江华瑶族自治县举办“瑶山雪梨”区

域公共品牌推介会暨“电商助农·乡村

振兴”产销对接会，网红主播走进果园

直播带货助农，当天线上直播销售额达

30 余万元。

江华“瑶山雪梨”属于“早熟梨”，每

年 6 月中下旬即可成熟上市。22 日凌晨，

江华启动“瑶山雪梨”区域公共品牌直

播/短视频带货大赛，来自全国各地的 30

余位网红主播参赛。现场推介了“瑶山雪

梨”“鲜果盈”“瑶园”3 个公共品牌，并举

行当地农特产品展销，精选 20 余款江华

特色产品参加对接会并签订采购协议。

据有关部门初步统计，线下展销和对接

会签订意向采购协议 1000余万元。

目前，江华“瑶山雪梨”年种植面积

2 万多亩，有生产种植企业、合作社 11

家 ，从 业 人 员 5000 多 人 ，年 产 值 2.2 亿

元。随着江华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

项目实施，“瑶山雪梨”区域公共品牌乘

着电商“快车”卖向全国，成为名副其实

的乡村振兴“网红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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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6月22日讯

（欧阳林 徐亚平）6 月 17 日，在 2021 上海

国际茶业博览会春季展览会现场，由岳阳

市政府主办、岳阳市农业农村局和岳阳湘

沪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承办的“喝岳阳

黄茶，品岳阳小龙虾”推介会举行，标志着

岳阳小龙虾进入上海人的视野。

经过 10多年的探索和发展，岳阳小龙

虾产业已形成集选育、生态养殖、加工出

口、餐饮旅游、冷链物流、精深加工、电子商

务、节会文化等于一体的产业化格局。据不

完全统计，目前全市小龙虾养殖面积 120

万亩，去年产量达 11.5万吨，打造了多个省

综合种养示范县、龙虾特色小镇等。

岳阳市将小龙虾产业列入全市重点

发展的地域特色产业之一。为了进一步

拓展小龙虾销售渠道，一个月前，岳阳与

上海签订两地农业战略合作协议。岳阳

市小龙虾产业办主任严若林告诉记者，

合作以来，岳阳小龙虾正式“出海”，每天

有 120 多吨发往上海。

岳阳小龙虾“出海”
每天发往上海120多吨

益阳市 青少年普法教育走心走实

娄星区 全面推进公办幼儿园建设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6月22日讯（记者 张佳

伟 通讯员 颜克明）今天，参加完高考的邵阳学生小

李与同学到新宁县崀山风景名胜区游玩，在游客中心

购买门票时得知，可免费游玩天一巷等景点。

新宁县推出“崀山暑假游”活动，6 月 22 日至 8

月 31 日，应届高考学生凭 2021 年高考准考证及本

人身份证，可免门票游览崀山景区内的天一巷、辣

椒峰、八角寨、紫霞峒 4 大景点，其陪同父母凭身份

证、户口簿可享受上述景点门票半价优惠。全国大

中小学生、教师游览上述景点，凭学生证、教师证、

身份证可享受门票半价优惠。

新宁推出“崀山暑假游”
全国应届高考生暑期可

免费游崀山4大景点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6月 22日讯（记者 李永亮 通

讯员 张书乐）“我宣誓：热爱祖国、献身医学；恪尽职守、爱

岗敬业；救死扶伤、严守医德……”6 月 22 日，株洲神农广

场，株洲百名医生集体宣誓，廉洁行医，抵制行业不正之风。

目前，株洲市卫健系统开展整治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

服务行业不正之风专项行动。此次集体宣誓主题为“不忘初

心、廉洁行医”，是专项行动一部分。株洲市卫健委党委书记

张纯良介绍，全市各医疗机构严格按要求进行自查自纠，将

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行为发现一起、严查一起，绝不姑

息。

集体宣誓后，百名医生进行义诊。株洲市卫健委还将组

织各大医院专家到基层医疗机构坐诊或到社区义诊。

株洲百名医生宣誓廉洁行医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6月 22日讯（记者 张璇 通讯

员 宋政军）岳阳市屈原管理区千亩栀子基地连日来花开正

艳，引来游客闻香采摘、观花留影。不远处，栀子系列产品生

产车间机声轰鸣，现代化流水线 24 小时开足马力生产，产品

走俏北京、上海、广州等地。

湖南海泰栀子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莉介绍，合作社开

发的“野樱梅栀子藏花饮”“一支绛酸”“金栀玉液膏”“金栀

福茶”等系列产品，受到市场欢迎。今年 4 月以来，屈原黄栀

子系列产品已成功与北京、上海、广州等地销售商签订 1.8

亿元订单。

屈原管理区作为岳阳市创建全省乡村振兴引领区的前

沿阵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着力建设屈原农业特色产

业园、惠众田园综合体、高素质农民学校、栀子特色小镇、罗

子国城遗址公园、屈原芈月村、汨罗江故道、屈子诗园、老汨

纺新片区、（义南村、荷花村、三洲村）美丽乡村片区 10 大示

范项目。为了建好栀子特色小镇，打造三产融合新样板，屈

原管理区以海泰博农为龙头，打造产业强、环境美、品牌响

的栀子特色小镇。建设省级栀子特色产业园和 1 个国家级实

验室、7 条深加工生产线，力争实现建成 10 万亩基地、创年

产值 10 亿元的栀子产业“双十”目标。

屈原黄栀子走俏北上广
今年4月以来已签订单1.8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