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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 8 月 22 日讯
（记者 杨波 通讯员 达继国
实习生 黄雯群）8月22日，市
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蔡典维带
领环保、住建、城管等部门负责
人，实地督查黑臭水体整治和
饮用水源保护等工作。他强调，
要按照中央环保督察的要求和
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坚持
问题导向，不折不扣抓好中央
环保督察问题整改落实。

蔡典维先后察看了红旗
河、龙须沟、洋溪沟、枫江溪等
水体水质状况及周边环境，详
细了解整治工作开展情况，对
督查中发现的问题进行交办。
由于整治任务重，龙须沟、洋
溪沟的整治工作推进较慢，蔡
典维要求，工程负责人一定要
与有关部门会商分析、对症施
策，严格按照黑臭水体整治要

求，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加快
工程进度，抓紧做好河道清淤
和管网铺设等工作。蔡典维强
调，在黑臭水体整治工作中，
各级各部门要明晰责任，密切
配合，形成合力，确保按时高
质量完成整治任务。同时要坚
持综合施策、系统治理，研究
建立河道沿线直排口治理等
长效工作机制，从根本上改善
河道水质。

在大祥区蓬莱岛，蔡典维
沿着资江边走边看，不时与随
行的相关部门负责人探讨解决
方案。蔡典维强调，要抓紧河道
清淤工作，加快项目建设，严格
按照时间节点推进到位，确保
整改成效。

随后，蔡典维到饮用水源
保护区内企业调研，督导企业
尽快搬迁。

坚 持 问 题 导 向

抓好突出问题整改
蔡典维督查黑臭水体整治等工作

邵阳日报8月16日讯 （记者 张伟
通讯员 高春奇）“想想变化这么快、这
么大，就像做梦一样。”8月11日，与记者
谈起岩口铺镇近3年来的变化，邵阳县岩
口铺镇党委书记彭军华自己都觉得不可
思议。

被誉为古城宝庆四大名铺之一的西
路岩口铺（即今岩口铺镇），如今已有5个
总投资达15亿元的乡村振兴旅游项目在
开工建设，成了商家竟相投资的一块宝地。

岩口铺镇地处邵阳县西北部山区，共
有17个行政村，3.6万多人口。过去，岩口
铺人“靠山吃山”，开采煤矿、锰矿、石材，
建红砖厂、陶瓷厂。最夸张时，小小一个岩
口铺镇，竟有 12 座矿山，整天炮声隆隆，
硝烟弥漫、飞尘满天，上百辆大卡车来回
穿梭。岩口铺的财政收入曾一度过亿元。

但生态环境也因此遭到严重破坏，而
且安全事故频发，竭泽而渔的发展再也无
法持续。2015年，岩口铺镇顶着压力关掉了
几乎所有的矿山、红砖厂，关闭了23家共10
万平方米的养殖场，实现了生活污水治理
的全覆盖。为了处理生活垃圾，镇里先后投

资500多万元，建了两座可日焚20吨垃圾
的无害化处理焚烧炉，给每户农户发放垃
圾分类小桶，做到了所有垃圾日产日清。

岩口铺的环境很快变好了，但财政收
入由原来的过1亿元下降到四五千万元，
在全县处于垫底水平。

岩口铺该如何发展？从干部到群众，
大家心里有点茫然。 他们也想过搞乡村
旅游。岩口铺有山有水，离城区又近，优势
明显。但旅游“投资无底洞，回报马拉松”，
谁愿意来投？

2015年，岩口铺镇抢抓怀邵衡铁路开
工建设契机，包装了两个项目申报，争取
在镇境内设邵阳西客货两用火车站和在
站前开发区新建占地800亩、投资10亿元
的凯丽生态新城，结果一举成功。3年来该
镇共申报了邵阳半岛绿色基地、西域香海
度假酒店、千亩生态茶园等5个乡村振兴
项目，撬动5000多亩区块的开发，农民的
闲置资源得到了充分利用。

今年50岁的王梅花是
梅冲村大塘组村民，也是
村里 40 多户贫困户之一。

前几年，联系梅冲村的镇政协联工委等相
关部门，帮助该村建立茶叶基地后，成立
了湖南省鼎融茶叶有限公司，她就把家里
部分土地流转出去，自己和丈夫都成了公
司的工人，或锄草管理茶园，或采摘春、
夏、秋茶，一年四季从不间断，夫妻两人每
月共有 4000 多元的收入。公司负责人介
绍，合作社现拥有白茶面积 500 亩、黄金
茶面积200亩，计划在3年内建成1000亩
生态茶园，到时候用工人数还会增多。目
前，有30多名固定工人和300多名零工，
每年共可得工资收入达100万元。

乡村旅游项目的入驻，带给岩口铺的
影响是深刻而全方位的：不仅带来了新的
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也把在城里漂泊的
许多年轻人带回了家乡。反过来，经过他
们的精心包装和营销，本地的土特产身价
倍增，走进了大城市。在城乡人流、物流、
信息流越来越频繁的互动中，岩口铺镇显
现出亘古未有的活力。

岩口铺镇演绎乡村振兴新故事

8 月 19 日，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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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记者

杨敏华

实习生 郭颖梅

摄影报道

邵阳日报8月22日讯 （记者 杨波
实习生 黄雯群） 8 月 21 日，记者从市
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近期受台风影响
全市各地均出现降雨，旱情全面缓解。目
前，全市仍处于主汛期，市防指表示将坚
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全面落实防汛度汛措
施，既要防范台风暴雨导致旱涝急转，又
要及时响应中度旱情，调度多方力量保农
业丰收和社会大局稳定。

7月13日至8月1日，全市出现20天
的持续晴热高温天气，累计平均降水仅
29.1毫米，较历年同期偏少66.4%，我市各
地普遍出现中度干旱，其中新邵、隆回、洞
口、新宁、武冈局部地区出现重度干旱。8
月2日至7日全市开展人工增雨工作，8月
13日，受台风影响全市各地出现了降雨，
旱情得到全面缓解。

据市气象部门预测，月底前我市以晴

热少雨天气为主，局部干旱有可能维持并
发展，受台风外围云系影响，局部有雷雨
天气。

市防指要求，我市防汛抗旱工作要
坚持两手抓，既防范台风对我市可能造
成的暴雨灾害，又要抓好蓄水、保水的
抗旱工作；在全力保障群众饮水安全的
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保障生产、生态用
水；做好应对水库蓄水不足、防范秋冬
长旱的准备工作；处理好发电与灌溉、
人畜饮水的矛盾、处理好灌溉区域的水
资源分配矛盾，加强对河道、水库资源
合理配置管理，确保河道生态流量和主
要取水口安全。

近期受台风影响全市各地均有降雨

旱 情 全 面 缓 解

8月16日上午，北塔区总工会、区城管局领导来到环卫一

线，慰问高温下坚守岗位的环卫工作者，并为他们送去防暑降

温物品。

邵阳日报记者 杨波 通讯员 刘龙英 摄影报道

(上接1版①) 运动员黄红娟说，在家门口打比赛，感
觉压力很大。在比分一度落后的情况下，她们调整了战术，
所以在第一场比赛就取得2比1的胜利。对于接下来的比
赛，她们都信心十足，希望再接再厉，争取取得好成绩。在当
天下午举行的比赛中，她们果然再接再厉，以2：0的比分战
胜湘潭代表队，取得了第二场比赛的胜利。

气排球运动是一项集运动、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群众性
体育项目，其比赛规则和记分方法与竞技排球基本相同。比
赛分为预赛、决赛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预赛采用分组单循环
进行比赛，决出小组前四名。第二阶段依据小组名次进行交
叉赛，决出前八名。8月22日当天，气排球项目4个组别共
进行了42场比赛。

(上接1版②) 接到省第二环保督察组交办的反映“西
岩镇金沙村、石龙村、三水村有非法洗砂场”的群众信访举
报件后，西岩镇政府及县商务经信局高度重视，抽调精兵强
将组成专门工作组，迅速下达停工通知书，并于7月上旬将
3家洗砂场电源切断，同时多次深入细致地做3家洗砂场业
主的思想工作，讲解政府在环境污染防治上的政策、举措、
决心。深受教育的3家洗砂场业主由此转变了观念，变被动
拆除为主动拆除，变等待观望为快速行动。

8月中旬以来，西岩镇金沙村、石龙村、三水村3家洗砂
场业主先后主动组织人力、物力对洗砂设备进行了拆除。

邵阳日报 8 月 22 日讯
（记者 李超） 8 月 22 日下
午，副市长李华和到市区部分
学校督查化解大班额工作和开
学准备工作情况。

当天，李华和先后到大祥
区华夏方圆学校、大祥区第一实
验小学、大祥区樟树小学、北塔
区状元中学及新一中建设工地。
每到一处，李华和都进校园、看
教室，向相关负责同志询问大班
额化解情况，了解学校建设情
况、招生情况及开学准备情况，
叮嘱相关人员认真做好各项工

作，确保新学期开学平稳有序。
李华和指出，受教育权是

宪法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
权利。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
民群众对教育的需求已经从

“有书读”转变为“读好书”，这
就需要各级各部门在坚决确保
适龄儿童、义务教育阶段学生

“有书读”的同时，继续坚持教
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持续
加大教育投入力度，努力提升
教育教学质量，不断增大优质
教育资源的供给，真正办好人
民满意的教育。

确保有书读 更要读好书

邵阳日报 8 月 22 日讯
（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潘帅成）
8 月 21 日，副市长、市公安局
长谭学军到邵东县、邵阳县等
地，督导省运会县域赛场安保
工作。

谭学军一行先后到邵东
县、邵阳县省运会赛场实地检
查，详细了解安保方案和场馆
的安检、消防、保卫及应急响应
工作预案，对存在的问题逐一
提出整改要求。他要求两县公
安局不要局限于比赛场馆的安
保，要放眼全县，以更高的要

求、更严的措施、更实的方案，
确保赛事平安举行。

谭学军紧接着又来到市区
体育新城安保指挥部，通过高
空瞭望监控，检查北塔区资江
龙舟赛场安保情况。之后，他要
求安保指挥部立即组织对邵东
县、邵阳县、武冈市三地公安机
关的安保工作进行再次培训，
按照数字化、智能化、标准化、
实战化要求，深入完善安保方
案，集全市之力支援三地公安
机关的安保工作，确保圆满完
成省运会安保任务。

市领导督导省运会县域赛场安保工作

邵阳日报 8 月 22 日讯
（记者 刘小幸） 8月22日上
午，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周迎春
对市区省运会及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社会公益宣传工作进行专
题调度，强调要切实做到“八个
进一步”，确保社会公益宣传全
覆盖。市政协副主席徐桂阳参
加调度。

周迎春一行先后来到高速
公路西互通、蔡锷路、红旗路、邵
水东路、宝庆路、邵石路、双清区
秀峰社区、邵阳大道、南互通、汽
车南站、市体育中心等地，调研

“当好东道主·服务省运会”“讲
文明、树新风”等社会公益宣传
工作开展情况，并就各交通要道
沿线、重要场地、城乡接合部、社
区小区等地的社会公益宣传工

作提出了指导性意见。
周迎春强调，社会公益宣

传是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建设
美好家园、提升市民素质和宣
传推介邵阳的需要，各级各部
门要进一步高度重视、进一步
明确目标、进一步查漏补缺、进
一步整改规范、进一步提质升
级、进一步规范管理、进一步加
强统筹、进一步加强督查，用心
用脑用情用力抓好省运会和全
国文明城市创建社会公益宣
传，确保社会公益宣传全覆盖，
做到抬头可见、驻足可观，做到
规划布局科学、设计制作精美、
内容符合创建要求、形式丰富
多彩，努力把邵阳建设成精致
精美、宜居宜业、人见人爱的文
明城市。

进一步提质升级
确保宣传全覆盖

周迎春专题调度省运会及创文社会公益宣传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