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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月15日，邵阳职
业技术学院第一次党代会开幕。

自 2003 年建院以来，特别
是近五年来，邵阳职院党委狠抓
党建工作，坚持从严治党，不断
强化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和基层
党组织建设，团结带领全体教职
员工，积极改善办学条件，建设

“双师型”教师队伍，调整优化专
业结构，探索校企合作新模式，
对接产业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的需要培养德才兼备的技术技能
型人才，学院成功跻身全省高职
院校第二方阵。

今后五年，是邵阳职院加快
内涵发展、特色发展、创新发展，
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

期。学院将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
向和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
人为根本，以培养高素质、服务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技术技能型人
才为宗旨，统筹推进党的建设、治
理能力建设、队伍建设、幸福校园
建设，努力将学院建成内涵厚实、
特色鲜明、省内外有一定影响力
的现代高职院校。

大会审议通过了院党委工
作报告、院纪委工作报告、党费
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报告及

《关于坚持内涵发展特色发展创
新发展着力提升办学质量的意
见》，选举产生了新一届院党委委
员、纪委委员。

（李超 袁有华）

邵阳职院召开第一次党代会

本报讯 7月12日，湖南省
科协防汛抗灾科技专家服务团第
五分队走进隆回县北山镇，进行
为期3天的现场科技服务活动。

专家来自省农科院及省直各
涉农学会，还有来自中南大学湘
雅二医院和县、市医疗专家组成
的医疗服务团，为当地老百姓开
展义诊，指导当地老百姓做好受
灾区域垃圾清理、卫生消毒，搞好
灾后卫生防疫，尤其加强对畜禽
养殖专业场所的监测和免疫技术
服务，防止发生重大疫情。并深

入到田间地头和受灾农户家等
灾区一线现场指导和帮助当地
灾后恢复生产工作，为农户抢
救受灾农作物、恢复生产生活
提供科技服务。服务团专家将
与接受服务地建立长期联系，
进行长期指导和关注。

省科协防汛抗灾科技专家
服务团第五分队还为灾区群众
捐赠救灾物质5万元和消毒液、
救灾科技书籍等约 3 万余元的
爱心物资。

（刘菊香 邹都乐）

省科协防汛抗灾科技专家服务团走进隆回

本报讯 7月15日至16日，
2017“健康杯”湖南省第八届全民
健身广场舞表演赛邵阳分站赛在
市区大祥坪体育馆举行，来自全
市各县市区和各协会的23支代
表队300多人参加比赛。

15日上午，比赛在欢乐青春
的舞蹈《三步踩·好兄弟姐妹》中
拉开帷幕。《看山看水看中国》以
动感的韵律和整齐的舞步，跳出
了参赛选手们的热情活力；《新贵
妃醉酒》男女队员搭组，身着民族
古典特色服饰，翩翩起舞，尽显气
血柔情……各代表队大显身手，

演绎着各式各样的韵味风情，将
广场舞的独特魅力展现得淋漓尽
致，赢得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经过一天半的激烈角逐，9
支代表队进入邵阳赛区决赛。最
终，炫舞艺术团获得金奖，邵阳市
大众文体健身舞蹈协会代表队、
洞口县代表队获得银奖，武冈市
代表队、资新社区代表队、潇湘情
缘舞蹈队获得银奖。这6支队伍
将代表我市前往益阳参加湖南省
第八届全民健身节广场舞表演赛
的总决赛。

（刘小幸 邝薇）

湖南省全民健身广场舞邵阳分站赛开赛

本报讯 7月14日上午，中共邵阳市
社会组织综合委员会看望慰问市癌症康
复协会困难党员，并现场送上“用党性履
行使命”党课，鼓励协会党支部充分发挥
党员的带头作用，带领全体会员树立信
心，积极努力地与病魔抗争。

市癌症康复协会现有会员 6000 多

人，其中党员286人。协会党支部以卓有
成效的党建活动推动抗癌工作不断出彩，
2016年获评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

为加强我市市本级直接登记、无业务
主管单位的社会组织党建工作领导， 推
动社会组织健康发展，今年6月27日我市
正式成立了社会组织综合党委。针对我

市社会组织党建实际，将“打造一批网络
支部，建设一批共享阵地，派驻一批党建
指导员，实施一批党建引导的公益项目，
牵手一批社会组织支部”。7月13日，他们
组织第一届党代表和部分直接登记的社
会组织入党积极分子共40余人，在韶山开
展主题党日活动。通过参观毛泽东故居、
重温入党誓词，听“学传人风范，做合格党
员”党课，进一步提高社会组织党建凝聚
力。

（贺旭艳 邓 旭）

市社会组织综合党委积极开展党建活动

本报讯 “今天的送技能
培训活动，为我们这些城镇下岗
居民提供免费技能培训机会，真
是太好了。”7月12日，家住双清
区桥头街道中河街社区居民李
翠娥在青龙桥宣传活动点报名
参加育婴师技能培训。

当日，双清区就业局在青
龙桥头、资江农药厂和高崇山
镇政府门口三个宣传活动点
开展助力灾后重建、助力精准
扶贫——送岗位信息、送技能
培训、送创业贷款等活动。双
清区就业局共向辖区 12 个乡
镇、街道拨付36万元资金用于
就业扶贫灾后重建技能培训，
给农村户口或持有就业失业

证的城镇居民免费提供中式
面点师、育婴师、维修电工、计
算机操作员、家政服务员等 5
种职业的技能培训。同时，该
局还收集 40 多家企业和公司
的招聘信息，提供4000多个岗
位，印发招聘岗位信息资料
13000 多份，进村入户发放到
居民手中。另外，双清区城乡
医保中心开启医保服务绿色
通道，对建档立卡的贫困户住
院医保报销比例提高 10%，大
病 保 险 报 销 起 付 标 准 下 降
50%，解决灾后重建贫困居民
看病难问题。

（伍洁 杨志伟 实习生
胡敏）

双清区就业扶贫助力灾后重建

本报讯 7 月 13 日 至 14
日，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
长梁毅恒一行来邵，走访调研我
市药品企业生产，副市长李华和
陪同调研。

梁毅恒一行现场察看了湖
南湘中制药、中南制药、玉新药
业、科瑞生物制药等企业原料药
生产线，对生产设备改进、产品
市场份额、产品研发、发展前景、
存在的困难以及安全生产、环保
建设等进行详细了解。鼓励在
这次洪灾中遭受损失的企业树
立信心，尽快恢复生产。

实地调研后，梁毅恒组织召

开邵阳药品生产工作座谈会，充
分听取当地政府、市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和企业汇报，为企业问
题“把脉”、“开处方”。提出湘中
制药应注重新药研发，跟进国际
最新发展步伐，争取国家政策支
持；中南制药和玉新药业要注重
品种筛选和销售扩展；科瑞生物
要实现从化工生产向药品生产
管理的转变等建议。并指出了
邵阳中药饮片生产存在的问题，
鼓励企业树立品牌意识，打造更
多拳头产品。
（记者 刘敏 通讯员 王韬）

做大做强邵阳制药企业

本报讯 连片200亩的水稻田四周
竖起围网，一群群鸭子在碧绿的田间欢快
觅食……7月10日，在洞口县高沙镇新和
村“陶源里”生态农业水稻种植示范基地，
这种传统原生态水稻种植方式让人耳目
一新。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这是人
们耳熟能详的传统农作物种植理念。但
种田“门外汉”严迪文却说“不用农药、化
肥，也能种庄稼。”为此，他没少受种田“老
把式”的嘲笑。

“不用农药、化肥，鸭子松土除草、稻
花漫天飘香。亩产达到635公斤，通过谷
物抽样检测，农药、重金属残留等指标均
低于国家标准，稻田鸭更是供不应求。”
2016年，对传统种植模式念念不忘的严迪
文，硬是凭着一股“蛮劲”在该镇木山村种

出6亩不施农药、化肥的“试验田”，用事实
兑现了“不用农药、化肥，照样种庄稼”的
承诺。

今年，严迪文叫上志同道合的8个伙
伴注册资金218万元，成立了“陶源里”生
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主要通过有效微生
物技术种植水稻、蔬菜、柑橘等农作物。
公司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
从高沙镇新和村68户贫困农户手中流转
土地200余亩，建立水稻基地，大面积推广
传统原生态水稻种植模式。

“我们的‘益生益菌液’不仅给水稻
喝，鸭子的配方饲料也用菌液浸泡，工作
人员渴了也可以喝。”已过花甲之年的李
慎柏坦言是亲眼看到公司员工在田间喝

“农药”解渴，才被吸引过来搞农业的。
“在这片稻田的种植过程中，我们一

滴农药和化肥都没有使用，鸭子可以松土
除草。”基地技术负责人曾昭鹏是当地研
究有效微生物技术研究的“土专家”。据
曾昭鹏介绍，示范基地施用自主配方的

“益生益”生物有机肥，秧苗插下去一个星
期后，就放入2000余只本地麻鸭与水稻共
生，雇佣当地的两个贫困农户专门负责鸭
子养殖。曾昭鹏预计，今年每亩水稻的纯
收入可达到500元至600元，每只本地鸭
子的纯收入可达到50元以上。

该县农业局植保专家肖欣一直关注
这种全新的原生态种植方式，认为“益生
益”微生物有机肥可以达到给土壤消毒、
消除土壤板结，增加土壤有机质、促进作
物生长的目的，这种绿色防控技术值得推
广。

（谢定局 张 杨 谢 波）

不用农药化肥 鸭子松土除草

洞口“陶源里”重现原生态种植模式

本报讯 今年是6月底至
7月初的一场特大洪水，给一些
果农造成重大损失。那么，我
市果农该如何开展生产自救？
7月13日上午，市农委经济作物
科科长信和文为之给出建议。

“本次洪灾对西瓜的产量
造成了毁灭性损失，露天西瓜
大面积死亡。”信和文介绍，因
为西瓜属于不耐渍作物，长时
间被淹会导致根系死亡，所以

减产十分严重。即使是种植在
高山上的西瓜，受洪水影响相
对较小，但因为光合作用不足，
西瓜的味道会明显不如往年甜
美。因此，已经出产的瓜农们
只能选择低价倾销，还未出产
的瓜地瓜苗绝大多数死亡。

相比于西瓜，桃子、葡萄和
梨子杨梅所受的影响要相对小
些，信和文解释说：“桃子成熟
时，刚好雨停了。但因为桃子

成长期阳光不足，同样导致桃
子味道偏淡，品质也不如往
年。另外，迟熟的葡萄如若能
及时防治好病虫灾害，还是能
够保质保量地正常生长。”

“仅从产量角度而言，今年
在我市的各类水果里，能够不
因本次洪水而减产的，只有杨
梅了。”信和文说，“但杨梅的高
丰收并不代表高销量，因为树
上杨梅结得太多，营养供给不

过来，导致杨梅品质也相对下
降。”

如何挽回水果的损失？信
和文建议：及时疏沟排水，加速
表土干燥；清除淤泥，中耕松
土；因树疏果，适当修剪；合理
施肥，防治病虫害；对已造成毁
灭性的打击的西瓜、甜瓜等品
种，要迅速铲除改种其它适宜
作物。同时，他还提醒水果种
植户们要因地制宜，不要在易
积水的地方种植水果，实在要
种，也只能种植生长期短的水
果如西瓜、香瓜等。

（记者 袁光宇 实习生
郭盈 张佳伟）

洪水过后，果农如何自救？

7月15日中午，黑龙江省龙江家园酒业将价值10万元25
吨爱心洋葱送到市慈善总会。据了解，该酒业此次共向湖南
省灾区捐赠300吨洋葱。市慈善总会计划将这25吨洋葱分发
给三区及邵阳县和新宁县等地。图为三区民政部门工作人员
正在装运洋葱。 伍 洁 摄

7 月 10 日下午，
邵阳名匠装饰和大邵
公益的十多名志愿
者，来到受灾严重的
双清区金台、洋溪桥
社区，走访慰问了遭
受洪灾的8户困难群
众。为支持抗洪救
灾，名匠装饰发动员
工进行募捐，当天共
为8户遭受洪灾的困
难群众，各送上 636
元现金和一桶油、一
袋米。

贺旭艳 摄

本报讯 7月15日，重
庆市民赵志刚驱车来到绥
宁县鹅公岭侗族苗族乡，代
表重庆9位邻居把捐赠的
衣物和学习用品等送到灾
区孩子们手中，支持灾区群
众渡过难关。

赵志刚与绥宁县退伍
军人凌智辉是战友。前不
久，凌智辉告诉他，绥宁县
遭受特大洪灾。灾情牵动
了赵志刚的心，他把绥宁
县灾情传递给左邻右舍，
并发起了爱心行动，9 位
邻居为灾区小朋友捐赠衣
物300多件、学习用品100

套，其中每套学习用品包
括书包一个、文具盒一个、
12 支无毒铅笔、120 本作
业本，捐赠物品总价值约
为1.6万元。

当日，赵志刚还到该
乡太坪村看望并慰问糜玉
婷、龙俊言等家庭特别困
难学生，给他们送去学习
用品和慰问金。赵志刚表
示，要把该乡12名家庭特
别困难学生的资料带回重
庆，希望好邻居们与他们
一一结对，帮助孩子们完
成小学、中学、大学学业。

（袁光宇 袁学龙）

重庆9位好邻居爱洒绥宁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