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杨涛 王奕）“用断路器
对线路冲击合闸3次，冲击正常后不拉开，指
令已执行完毕，时间是11时4分。”3月29日，
随着国网澧县供电公司变电运行人员汇报完
毕，35千伏澧县海创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工
程顺利并网，进入试运行阶段。

海创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位于澧南镇彭
山村，总装机 15 兆瓦，年上网电量约每小时
7200万千瓦。消纳包括澧县、津市市和临澧县
的生活垃圾，日处理规模为800吨，投产后将大
大增强津澧周边地区生活垃圾的处置，有效降
低垃圾对土壤、水质及环境的污染，年节约3万

吨标准煤，减少8万吨二氧化碳排放量。
澧县供电公司高度重视垃圾电厂的并网

发电工作，积极组织调控、运检等部门提前对
电厂值班员进行培训考试，协调业主单位督
导工程进度，积极认真对并网设备进行验收，
确保了电厂顺利并网投运。

澧县首座垃圾焚烧发电厂并网试运行
■ 可消纳3县市生活垃圾 日处理规模800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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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头山

本报讯（记者 田继舫 通讯员 袁梓凌）4
月3日下午，澧县召开产业发展暨产业立县三
年行动指挥部第一次全体会议，总结回顾去
年全县产业发展相关工作及产业立县三年行
动前一阶段工作，安排部署今年的工作任务，
进一步明确目标，加压鼓劲，助推产业立县三
年行动计划稳步实施。

过去的一年，澧县围绕市委开放强市、产
业立市的战略部署，坚持项目战略不动摇，以

“五大会战”为抓手，全面培强产业、为推动县
域经济跨越发展夯实了基础。今年是实施产
业立县三年行动计划的开局之年，更是推进

“五大会战”、建设新澧州实现新跨越的关键
一年，全县将从产业布局、项目建设、园区升
级、招大引强、品牌创建、服务水平等六个方
面继续发力，全面推进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具体目标是：

县生物医药与健康食品、新型建材与家
居、文旅康养、交通物流、纺织服装、智能制
造、教育卫生、现代商贸与金融、新型能源与
节能环保9个专项小组负责人分别发了言。

县委书记、县产业立县三年行动指挥部

政委邹如龙讲话指出，推进产业立县三年行
动，必须深化认识、形成共识，要有舍我其谁
的强烈使命感，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坚定的
信心和决心；必须抓住关键，重点突破，强化
目标导向，坚持问题导向，把握政策导向；必
须强化措施，确保实效，要强化责任意识，迅
速进入战斗状态；要强化时间观念，迅速掀
起大干热潮；要强化督查调度，迅速形成强
攻态势。

县委副书记、县长、县产业立县三年行
动指挥部指挥长徐荩主持会议，他要求全
县 上 下 要 进 一 步 强 化 思 想 认 识 、工 作 思
路、工作方法和考核办法，全力推进产业
立 县 三 年 行 动 ，努 力 开 创 产 业 发 展 新 格
局，为“建设新澧州、实现新跨越”作出新
的更大的贡献。

明确目标 加压鼓劲 助推实施

澧县部署产业立县三年行动工作任务
■ 新培育1个总产值50亿元以上的产业 引进15个亿元以上产业项目

3 月 26 日 是
全国第 23 个中小
学生安全教育日，
澧县交警大队深
入全县中小学校
开 展“ 知 安 全 风
险 会安全出行”
主题活动，进一步
强化学生的道路
交通安全意识，促
进未成年人养成
良好的交通行为
习惯。图为民警
为学生示范怎样
戴安全头盔。
本报通讯员
韩高远 谭蕾 摄

人情往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是正
常交友、维系关系的重要方式。但交往日益
频繁的今天，一些人情往来逐渐演变为铺张
浪费、借机敛财、大操大办、相互攀比等不正
之风。全县的干部群众往往因人情所累，谈
之色变，成为一大公害。综合整治“人情
风”，已刻不容缓。

人情已变味，吃酒攀比、赶本整酒已形
成恶性循环。这与党中央倡导的“厉行勤
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推进移风易俗、树
立文明乡风”的精神背道而驰，需要地方党

委政府教育引导，倡导全社会健康的人际
关系。

今年1月26日，参加省十三届人大一次
会议讨论的澧县代表廖双全向省委书记杜
家毫汇报，谈起了整酒这一老百姓身边的

“烦恼事”。此事一度引发常德市代表团的
热议。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周德睿
指出，有的地方农民一年到头整酒、吃酒，群
众深受其苦，希望来自基层的人大代表带头
移风易俗，引领农村新风尚。

顺应民意，回应关切。3月26日，澧县

召开“人情风”综合治理工作会议，全县
开启了整治“人情风”的行动，这不仅事关党
风政风民风，更能为民解忧减负。

刹住“人情风”，根本之法是倡导文明新
风，用村（居）规民约规范。这需要政府引
导、部门发力、基层给力、民间助力，让“不讲
排场不比阔、不整无事酒”等公序良俗植入
人心；需要全社会倡导理性的人情观，提倡
喜事新办俭办，推崇厚养薄葬，严控人情名
目，礼品礼金量力而行，杜绝“盲目攀比、赶
本逐利”。只有重塑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
全县上下才能形成好风气，人民群众才能过
上舒心的日子。

希望大家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倡导
“两不”：不邀请、不应邀；做到“三互”：互相
宣传、互相劝导、互相监督，共同营造、合力
维护文明和谐的澧州新风尚。

刹住“人情风”
□□田继舫

本报讯（通讯员 袁梓凌 杨远迪）3月28
日下午，澧州“十大名菜”评选决赛在县瑞高
酒店举行。

评选活动由县人民政府主办、县商务粮
食局承办、县广播电视台协办、常德市餐饮行
业协会指导。经过一个星期各大微信公众号
网络投票，各镇街推荐的35道本地特色菜品

依得票高低选出20道菜品进入决赛。
活动邀请了市餐饮行业协会会长、中国

烹饪大师、湘菜大师林友清，中国烹饪大师、
湘菜大师李定海，市餐饮行业协会秘书长、湘
菜大师王一军，市餐饮行业协会名厨委主任、
湘菜大师吴明星和湘菜大师钟世勋担任大赛
专业评委，还邀请了部分县直机关单位干部

担任大众评委。20道菜品由各选送单位大厨
现场烹制、依次展示，经过专业评委和大众评
委品尝打分。

经过激烈角逐，秘制乌龟、杨家坊红烧
蛇、冬吧生态水鱼、道河千丈、洞市羊肉钵、
涮锅雪花牛肉、鲟龙戏珠、太青腊猪蹄、茉
莉花酸汤鱼、桐山土鸡被评为澧州“十大名
菜”；孟姜鱼尾、鱼糕、明炉藕丸、家常野生
菌、辣米炒鸡蛋、青椒焖鹅、红烧螃蟹、驴子
肉钵、双味猪排、大福五彩茄被评为“澧州
特色菜”。

澧州“十大名菜”新鲜出炉
本报讯（通讯员 王平芳 袁梓凌）

3月29日，澧县扶贫移民开发局、县教
育局、县残联、澧县爱尔眼科医院联合
到金罗中学举办关爱中小学贫困生眼
健康公益活动，给贫困学生捐赠近视眼
镜及附属物品。

捐赠仪式上，澧县爱尔眼科医院代

表向金罗中学贫困生捐赠了价值8000
元的眼镜及附属物品。院方表示将贯
彻落实《湖南省教育厅中小学生视力健
康教育五年合作计划》和精准扶贫精
神，继续开展眼健康公益行活动，对贫
困学生进行公益救助，为青少年眼健康
事业贡献力量。

“爱尔眼科”给近视贫困生捐赠眼镜

本报讯（通讯员 谭菊华）近日，澧
县甘溪滩镇中学87名初三留守学生领
到了《居民身份证》，学生们高兴地说，
今后可安心学习并参加中考了。

原来，该中学 87 名初三留守学生
没有办理身份证，按规定不能参加中
考。这些学生家长都出外打工，加上学

校离县城远，前去办证极不方便，学生、
家长、老师十分着急。县公安局办证大
厅窗口民警得知这一情况后，马上安排
民警上门服务。3 月 20 日，民警胡佑
明、杨芬带着电脑、指纹釆集仪、照像器
材，到甘溪滩中学给学生办理了身份
证，受到师生们称赞。

民警上门为87名留守学生办身份证

本报讯（通讯员 邵振华）4月3日
上午，澧县甘溪滩镇300余名党员干部
到游端轩纪念广场，开展了“铭记英烈”
文明祭扫活动。

游端轩曾任红19军军长，中共福建
省委军事部部长兼省苏维埃军事部部
长。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时留闽

西坚持斗争，同年冬在江西瑞金牺牲。
游端轩纪念广场于2018年4月竣工。党
员干部在游端轩雕像前重温了入党誓
词，大家表示要继承和发扬红军优良传
统，严格遵守市纪委下发的“12个严禁”

“5个不准”，自觉加强思想和作风建设，
争做一名优秀的基层干部。

甘溪滩镇300名党员干部清明祭英烈

本报讯（通讯员 刘柏林）4月2日，
澧县环保局召开党风廉政建设暨作风
整训工作大会，重点学习了市纪委、市
监委印发的“12 个严禁”，各单位负责
人与局党组签订了《党风廉政建设责
任书》。

会议要求，全局干部职工要突出强

化“四个意识”，落实责任、完善机制、监
督执纪持续用力，创新突破、提升层次有
所作为，切实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责
任，强化权力运行的监督监控，持之以恒
地推进作风建设，进一步抓好廉洁自律
教育，不断夯实纪检监察工作基础，为打
好污染治理攻坚战提供纪律保障。

环保局整训干部作风促党风廉政

本报讯（通讯员 杨仲锋）3 月 26
日，澧县畜牧兽医水产局局长、党组书
记黄泽诚带领机关支部全体党员，前往
火连坡镇中学开展助学贫困留守儿童
活动。

党员们为该镇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 的 20 名 留 守 儿 童 捐 赠 书 包 等 学
习 用 品 ，并 捐 赠 了 助 学 金 ，希 望 贫
困 学 生 好 好 学 习 ，茁 壮 成 长 ，不 负
众望。

火连坡镇20名贫困留守儿童获资助

安
全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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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梁先海 唐立君）
4月3日上午，澧县举行2018年“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第一次情况通报。县法
院、县检察院、县公安局领导分别回答
了县内媒体记者的提问。

该县坚持公开接受举报与公安专

业摸排相结合，对 13 类黑恶势力予以
重点排查。坚持抽调警力专案侦办与
清网追逃相结合，加强了对涉嫌黑恶犯
罪案件的侦办。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
县侦办涉恶案件8件，抓获审查犯罪嫌
疑人52人。

“扫黑除恶”抓获嫌疑对象52人

本报讯（通讯员 汤孟玲 倪莉）3月
31日下午，“精准扶贫——麻醉专科医
联体建设项目”暨“健康湖南行 麻醉走
基层”系列活动在澧县人民医院举行。

澧县人民医院麻醉科主任李春
吾、麻醉医生罗晶晶分享了科室一例
创伤后患者的麻醉管理。该院麻醉

手术室现有医护人员近 40 人，其中高
级职称 5 人，设备设施完善，技术成
熟。从单纯的病例到合并各器官系
统疾患的危重病例，都被成功地实施
了麻醉和手术。与会专家在听取病
例汇报后，对该院麻醉科及各外科的
工作给予肯定。

“麻醉走基层”系列活动举办

本报讯（通讯员 李湘）4 月 4 日下
午，二广高速 1860KM 北往南方向，一
辆载着牲猪的仓栅式货车侧翻在行车
道与应急车道之间，高警局澧县大队闻
讯，迅速调来吊车救援，将事故的损失
降低到了最低程度。

据驾驶员杨某称，他是从江西宜昌
拖一车猪赶回家乡怀化会同县，明知所
驾驶的重型货车刹车片有故障，因赶着
送货一直未去修理，行驶中由于车速较
快，加上下雨路滑，刹车失灵，一时没有
掌控好方向盘导致侧翻。

高警局澧县大队救援侧翻货车

本报讯（通讯员 卢其富 袁梓凌）
4 月 2 日，澧县殡仪馆举办开放日活
动，社会各界人士应邀进馆参观并座
谈。

澧县新殡仪馆于 2017 年 10 月 28
日建成运营，环境设施被誉为“全市第
一、全省一流、全国领先”。馆内统一使

用智能化管理系统，分三大功能区：主
礼楼区、综合服务区、火化区。主礼楼
区设 10 个吊唁厅。该馆秉承丧户自
主、厉行节约的理念，处处为丧户及前
去吊唁的人士提供质优价廉的服务。
到目前，已办理丧事 192 起，最低消费
7000多元，一般消费几万元左右。

县殡仪馆举行开放日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陈克舫）3月30日
上午，澧县城头山镇中学召开党风廉政
建设工作会。全镇2所中学以及14所
小学的校长参加会议。

会议领学了《城头山镇中学廉洁自
律八条》以及县教育局《关于开展“人情

风”综合治理工作的实施方案》。通过
学习，与会人员表示，校长要提高认识，
勤奋工作，带头示范；沉下心来干工作，
认真务实不走过场；造好氛围，培育廉
洁土壤；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写出深
刻的自我剖析材料。

城头山中学强化党风廉政建设

本报讯（通讯员 朱丽华 汪平）4月3日上
午，首届澧州兰文化节启动暨澧县兰花协会
授牌仪式举行。

中国兰花协会常务理事杨道武先生高度

评价了澧县兰花产业，对兰花产业的发展前
景看好。县领导为县兰花协会授牌。中南林
科大环境学院院长王平为县东部新城园林公
司授予“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科教基地”的牌

匾。县东部新城园林公司与长沙兰花销售商
签订了首批500万元的兰花销售协议。本次
活动旨在宣传兰文化，开发兰文化，展示兰文
化，让兰花成为澧州人特有的文化符号。

首届澧州兰文化节举行

规模工业规模工业
增加值增长增加值增长
1010%%以上以上

新培育新培育11个个
总产值总产值5050亿元亿元
以上的产业以上的产业

社会消费品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增长零售总额增长
1212%%以上以上

农业农业
增加值增长增加值增长
33..55%%以上以上

固定资产固定资产
投资增长投资增长
1515%%以上以上

引进亿元引进亿元
以上产业项目以上产业项目
1515个以上个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