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刘先进 文/图）2016
年12月30日晚，安乡一中在校体育馆隆
重举行高三学生成人礼宣誓仪式暨第十
五届校园文化艺术节开幕式，全体师生和
部分家长代表近3000人参加。

18岁成人礼在庄严国歌声中拉开
帷幕，近千名踏入 18 岁的高三学子举
起右手，握紧拳头，庄严宣誓，用铮铮誓
言敬告父母与老师：他们已经长大成人
（图一）。校领导、家长代表和老师代表

分别发言，对高三学子致以热烈祝贺和
殷切希望，希望他们无悔于青春，无悔
于人生，用智慧、意志支撑起自己、家庭
和社会的重任。

成人礼仪式结束后，第十五届校园

文化艺术节隆重开幕。在这台名叫《梦
想起航》的文艺晚会上，舞蹈（图二）、歌
曲、相声、器乐、京剧、朗诵等10多个节
目纷纷亮相，一篇《我的祖国》的朗诵把
晚会推向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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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成长”助学基金

为受助儿童送上冬日温暖
本报讯（通讯员 丁楠）2016年12月23日，在“好好成

长”助学基金发起人柳莺女士爱心感召下，北京、江苏等
地爱心人士齐聚安乡，为受助儿童送来冬日温暖，县妇联
全体干部全程参与。

在官垱镇，爱心人士为受助儿童送来助学金与冬
装、文具等学习、生活用品，还现场和孩子们及其家人拍
摄合影，与孩子们亲切交流，祝福孩子们好好成长。爱
心人士一行还到大杨树中学现场调研，了解学校教学现
状，赠送1台电脑。此外，爱心人士还走访了4个乡镇的
7 位受助儿童家庭，详细了解这些家庭的生活状况和孩
子的学习情况，鼓励孩子们克服困难，学好本领。柳莺
女士表示，将借助助学基金平台，将更多资源带到安乡，
惠及安乡儿童。

本报讯（通讯员 杨慧）2016年12月23
日上午，县委、县政府隆重举行张九台大桥
新建工程开工仪式。县委副书记、县长王
兆铭现场宣布开工。施工现场拖土车、挖
掘机相继作业，人声鼎沸，一派繁忙。

县政协主席章绍君，县委常委、宣
传部长吉海波，副县长姜建渠与相关职

能部门、业主单位、工程施工单位、设计
单位负责人共同见证这一幸福时刻。
吉海波主持开工仪式，姜建渠介绍张九
台大桥工程建设情况。

新建张九台大桥位于张九台渡口
下游900米处，全长2272.08米，桥宽11
米，二级公路标准，沥青混凝土路面，总

投资约2.97亿元，工期3年。该项目为
省道 231 和环西洞庭湖公路上的重要
一段。多年来，安澧垸南北两岸经济交
流不畅，严重影响全县资源开发利用，
建设这座桥成为全县人民最强烈呼
声。张九台大桥建设工程是打通安乡
对外出口关键性工程，是连通津市、澧

县、公安、荆州等地的重要交通廊道。
工程完工后，将彻底消除张九台码头汽
车渡口安全隐患，全面提升县域公路路
网通行能力，充分开发和利用丰富资
源，较快提高县域经济发展，凸显安乡

“湘西北立体交通节点县”和“环洞庭湖
经济圈”区位和优势。

张九台大桥新建工程隆重开工

本报讯（通讯员 胡毅）2016 年 12
月 23 日上午，全县乡镇党委书记党建
工作例会在深柳镇召开。县委书记
张阳发表重要讲话。县领导黄旭峰、
唐海芳、李长春分别安排部署 2017 年
基层党建工作任务、美丽乡村建设、
招商引资、信访维稳、脱贫攻坚、安全
生产、农村财务管理等工作。各乡镇
党委书记详细汇报各自土地流转工
作情况。

与会人员齐聚深柳镇官保村看
现场、听汇报，了解该村在美丽乡村
建设和土地流转工作中的经验与亮
点。就土地流转相关问题，张阳与该
镇党委书记、经管局负责人及官保村
支书现场商讨；乡镇党委书记们相互
交流。

张阳一行沿官保村 11 组步行查
看了村民房前屋后卫生、庭院经济发
展等美丽乡村建设工作情况。与会

人员边走边看，不时现场“采访”周边
群众，了解村民对全村推进美丽乡村
建设想法。张阳对该村村风民风和
美丽乡村建设成果给予高度肯定，强
调庭院经济建设要尽量就地取材，既
达到绿化、美化房前屋后效果，又要
经济实用；要把庭院绿化和群众利益
结合起来，思考打造“可食、可药”的
地景；避免千篇一律，达到“一村一
景”或“一组一景”要求。

就如何进一步抓实党建工作，张
阳强调要“虚功实做”。一是“抓人抓
心”，要少想自己，多想他人，少计较个
人得失，多想群众利益；二是紧扣发
展：必须以发展为中心，围绕县强民富
发展目标，使群众增收、设施变好、环
境变美；三是直面问题，坚持问题导
向，思考如何把土地流转等美丽乡村
建设中存在的核心问题抓出成效，达
到产业结构调整要求。

县领导与乡镇党委书记村头议党建

农行安乡支行
发放首笔养老贷款

本报讯（通讯员 戴承东）2016年12月21日，全市首
笔养老贷款在农行安乡支行发放到位。

2016年12月中旬，该行分别与县社保局、县财政局
成功签订三方合作协议，并迅速联系乡镇社保站，宣讲养
老贷业务三方共赢特色与优点，为养老贷业务的开展和
全面提升打下了良好的客户基础。

本报讯（通讯员 曹希 刘琼 徐旺）
2016年12月28日，城东小学举办全国
教育科学规划办“十二五”教育部重点
课题《小学生低碳生活行为习惯养成教
育研究》成果公报会。这次公报会既是
一次教科研成果展示会，又是“十三五”
规划课题申报培训会。湖南文理学院
和市教科院专家及全市兄弟学校科研
骨干80余人参加。

课题组成员杨霞老师宣读关于《小

学生低碳生活行为习惯养成教育研究》
结题报告。课题组成员徐雪云老师展
示课例《今天你垃圾分类了吗？》。专家
组成员评点课题时一致认为，城东小学
教育部重点课题视角新、工作实、成果
丰、效果好，对全市“十三五”课题研究
都具有引领、示范作用。

“我的毛巾破了一个洞，它是可回
收垃圾”、“我的可乐喝完了，可乐瓶是
可回收垃圾”、“爸爸看完的报纸是可回

收垃圾”、“没吃完的剩菜剩饭是不可回
收垃圾”……课例展示时，首先进行的
是以“今天，你垃圾分类了吗？”为主题
的垃圾减量分类活动课，同学们踊跃举
手发言，老师详细生动地讲解垃圾分类
的好处以及如何分类、哪些是可回收或
不可回收、如何保护环境等。

城东小学对该课题研究历时4年，
研究中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家庭、
学校和社会相统一原则，研究并制定出

小学生低碳生活行为习惯日常准则，重
点探索培养小学生低碳生活行为习惯
养成教育的基本方法与途径，研究立场
从“研究教师”向“研究学生”转化，在研
究课堂、班级、校园、家庭、社区生活中，
主动变革学生生活。他们所设立的多
层级、多维度的低碳养成教育途径成效
明显，所构建的适合青少年身心特征的
低碳课程形态受到广泛好评，所创建的
丰富多彩的低碳特色活动享誉安乡。

好习惯养成从课堂开始

城东小学公开展示教育部重点课题成果

安乡县被评为
粮油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

本报讯（通讯员 柳笛）2016年12月22日，全省粮油
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评选揭晓，安乡被评为洞庭湖区
农业机械化提升工程粮油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

该项目实施时间是2016-2017年，省财政给每个示范
县投入1000万元，主要用于作业补助、机具累加补贴、基
础设施建设、技术指导、培训宣传等方面。该项目实施将
大幅度提高安乡农机化综合生产能力，实现机耕道通达
率 60%以上，油菜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提升至 70%以
上，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提升至80%以上，以机代
牛达100%。

137台被取消车辆全部封存
本报讯（通讯员 张俊）2016年12月27日，全县公务

用车制度改革进入封存程序。
当日上午9时，县卫计局取消的公务用车湘J9091*率

先停驻，车改办工作人员对车辆按要求核查，办理移交手
续，并统一贴条封存。全县本次公车改革涉改车辆 256
台，按规定保留公务用车119台，取消137台，封存取消车
辆工作于2016年年底全部完成。

本报讯（通讯员 杨慧）2016 年 12
月 30 日下午，安乡县召开学习贯彻
2017 年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大会，
认真学习传达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安排部署当前工作。县委书记张阳主
持并作重要讲话，县委副书记、县长王
兆铭出席会议并讲话。全体在家县领
导及各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县直副
科级以上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

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李长春传达
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部分单位负责

人结合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就推进
安乡脱贫攻坚、交通建设、园区攻坚、

“三改四化”、美丽乡村建设等工作讨论
发言。

王兆铭指出，学习贯彻省委市委经
济工作会议目的就是明方向、抓机遇、
受鼓舞。他表示，省委市委经济工作会
议为安乡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新的
政策机遇。他要求，要保持定力，坚持
稳中求进，坚持既定工作思路不变，坚
持农业是产业发展基石不变；要精准发

力，全面实施项目建设这个大计划，全
力做好农业供给侧改革这篇大文章，全
面完成脱贫攻坚这项大任务；要借助外
力，做好招商引资、增项增资与平台融
资工作，促进安乡经济社会发展；要形
成合力，凝心聚力、集中精力，抓好调度
考核工作。

张阳强调指出，省委市委经济工作
会议的共同点就是坚决贯彻中央精神
与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牢牢紧扣发展
这个中心，紧密切合湖南与常德实际。

他要求，要认真学习贯彻、吃透会议精
神，抓好结合、明确目标，担当实干、争
创佳绩。他强调，要强化项目调度，完
成年底项目任务，做好年后开工项目准
备工作，并通过多种渠道实现增资增
项；要强化招商引资考核，保障招商引
资工作针对性及实效性；要强化保障工
作，确保安全生产与信访稳定；要强化
民生托底，重点突出“精准”二字，进行
精准摸底，并将此项工作与脱贫攻坚相
结合，促进民生工作全面发展。

安乡县认真学习贯彻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深柳大道东延伸线等公路
竣工通车

本报讯（通讯员 邓敏）2017年1月1日，深柳大道东
延伸线顺利竣工通车，同时竣工通车的还有G353安乡县
安障乡至红卫闸段和G353三岔河至县城段。

深柳大道东延伸线是安乡大动脉，车流量大，通车后
将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安乡交通压力。G353三岔河至县
城路段是城乡主干道，通车后能大力提高老百姓生活便
利度和幸福指数。

安乡县被评为
全市“六五”普法先进县

本报讯（通讯员 王晓恒）2016年，安乡县被评为全市
“六五”普法先进县，县司法局被评为全省“六五”普法依
法治理先进单位，在行政执法类绩效考核中位列全市前
列。

社会矛盾化解效果显著：该县重点抓好元旦、春节、
党代会等重要时期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专项活动，有效维
护重要时节社会稳定。全年共调处各类矛盾纠纷 2000
多件，成功率 96%，涉及金额 836.7 万元，防止民转刑案
件9件。普法依法治理深入推进：严密组织全县国家公
职人员学法考试，参考率 100%，及格率 98.04%；积极开
展“12·4”国家宪法日和农村“法律明白人”培训活动，累
计培训法律明白人3096人；隆重召开全县第八次法治宣
传工作会议。帮教矫正工作稳步发展：成立县社区矫正
工作局，严格执行日报告、周汇报、月走访等制度，累计
接收矫正人员667人，无脱管漏管现象。法律服务纵深
发展：积极开展“法律援助进乡村”、“村村有顾问、事事
依法行”专项法律服务活动。2个律师事务所代理各类诉
讼案件296件，公证处办理各类公证407件，法援中心受
理办案205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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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校园文化艺术节开幕
高三学生成人礼同场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