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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聚财为公 理财为民

一位外国作家曾说：“一个和谐幸福的家
庭，有如沙漠的甘泉，涌出宁谧的安慰，使人洗
心涤虑，怡情悦性。”1999年，刘应祥和杨智慧
结婚后，用爱浸润生活的酸甜苦辣，演绎出别
样的精彩：

丈夫刘应祥在湖南省地质矿产勘察开发
局 403 队，连续多年评为先进，成为单位工勘
事业的中坚力量；妻子杨智慧在石门县第四中
学辛勤耕耘，不仅教学硕果累累，更主动照顾
公婆，任劳任怨。女儿刘佳媚阳光开朗，成绩
优异，成为全家的骄傲。

这样一个令人羡慕的和谐之家，一路走来
也并非一帆风顺。刘应祥承担工程地质勘察
的重任，因工作原因外出时间比较多，可父母
年岁已高，家中兄弟姐妹又都在外地，杨智慧
没有一句怨言，默默地承担起了照顾公婆的重

任。2009年，婆婆右大腿骨折住院，几个月的
时间，杨智慧夜夜守护，喂饭喂水，洗头擦身，
嘘寒问暖，往返于医院、家、单位之间。2016年
9月，婆婆突发脑溢血，本来行动不便的她更是
雪上加霜，出院以后，生活更不能自理。杨智
慧悉心照料婆婆生活起居，为她洗澡按摩。现
在，婆婆逢人就讲：“我儿媳比我亲闺女还好。”
2016年，石门县授予杨智慧“敬老爱幼助老模
范”光荣称号。

在生活中互相理解，互相扶持，在工作中，
两人爱岗敬业，相互勉励，携手共进。刘应祥
2016年被评为省地勘局“优秀共产党员”。杨
智慧从2008年起至今，连年获石门县嘉奖，其
中2009年至2011年，连续3年获“优秀班主任”
称号，2007年，指导学生参加全省农村少年儿
童“我心中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征文竞赛分获

省二、三等奖，个人获“优秀征文指导奖”，论文
《对留守学生问题之我见》获湖南省第十三届
学校心理教育学会一等奖。

和睦幸福的好家风也感染着女儿刘佳
媚。每天放学回家，刘佳媚都会向爷爷奶奶问
安，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把自己的学习体会和
成绩告诉老人，一起分享学校的喜闻乐事。女
儿不仅孝顺懂事，还成绩优异，曾当选常德市第
五届少代会代表，多次在省、市、县少儿才艺大赛
中获奖，2015年获得“湖南省雷锋金章”。2016
年荣获常德市“优秀学生干部”。2016年获第十
九届全国青少年主题教育征文比赛三等奖。

2017 年 7 月，刘应祥、杨智慧被授予省地
勘局文明家庭荣誉称号。“我们虽然是普通家
庭，但我们用爱构筑了自己和谐的生活，诠释
了孝顺的内涵，以不断进取的精神，摘取了属
于我们的精神和物质成果。”提到自己的幸福
家庭，刘应祥言语中充满了自豪。

用爱构筑和谐之家
□本报记者 孙玮怿

六、食品和生活饮用水安全

本报讯（记者 孙玮怿 通讯员 伍中
正 周红霞）4月13日，柳叶湖旅游度假
区召开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周期复审工
作调度会，要求对照标准抓问题整改，
确保国家卫生城市周期复审不丢分。

早在上月底，该区就进行了动员和
部署，成立了周期复审指挥部，组建了
督查组、爱卫组、健康组、市容组等 12
个工作组，出台了工作方案，明确了各
组具体任务和完成任务的时间节点。

动员会后，该区广泛发动群众积极
参与，营造了浓厚的迎检氛围。该区制
作了大型宣传牌，设置了工地围墙宣传

喷绘，印发了宣传资料；集中整改了柳
叶湖车站及周边、柳叶湖农贸市场及周
边、高速公路出入口、常德河街、白鹤山
驾校及周边、驻区单位院落、学校、医
院、酒店、居民小区的环境卫生、行业证
照等存在的问题；按要求将灭鼠灭蟑药
品发放到镇、街道、社区，在专业人员的
指导下进行了全覆盖的药品投放。此
外，区卫生部门和区爱卫办还安排专人
整理迎检资料。

柳叶湖部署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周期复审

对照标准抓整改 确保迎检不丢分

（二十五）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安全法》，建立健全食品安
全全程监管工作机制，近3年未发生
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二十六）食品生
产经营单位内外环境卫生整洁，无交
叉污染，食品储存、加工、销售符合卫
生要求。对无固定经营场所的食品
摊贩实行统一管理，规定区域、限定
品种经营。（二十七）餐饮业、集体食堂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量化分级管理
率≥90%。食品从业人员取得有效的

健康合格证明。落实清洗消毒制度，
防蝇、防鼠等设施健全。（二十八）牲畜
屠宰符合卫生及动物防疫要求，严格
落实检疫程序。（二十九）按照《生活饮
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要求，市政供
水、自备供水、居民小区直饮水管理规
范，供水单位有卫生许可证。二次供
水符合国家《二次供水设施卫生规范》
的标准要求。开展水质监测工作，出
厂水、管网末梢水、小区直饮水的水
质检测指标达到标准要求。

本报讯（记者 胡德桂 胡蓉）4 月 17 日，
鼎城区特种养殖总场五甲村 8 组修水泥路，
路基一筑好，该村今年 76 岁的村民高太平就
把 1 万元捐款送到了组长手里。光村组修水
泥路和装路灯，高太平就捐款近 30 万元。更
让乡亲们感动的是，高太平在 30 多年里先后
带领 100 多名村民，从湖里捞回 3000 多万元
纯收入。

高太平出生在五甲村 13 组，5 岁时就父
母双亡。成了孤儿的小高太平，帮东家赶
猪，给西家看牛，靠吃“百家饭”长大，并从小
就萌生了“长大后报答乡亲”的念头。高太
平深知，自己没有上过学堂，要报恩更多的
只能是舍得出力气。大集体时，当过副队
长、队长的他，村里的重活、累活、脏活总是
抢着干。包产到户后，东家割稻、西家挑秧，
他有求必应。成家后，育有 6 个子女、家境并
不宽裕的他，省吃俭用，也要资助村里的五
保户、困难户。正当他想为回报乡亲付出更
多时，机会来了，1981 年，鼎城区特种养殖总
场鱼塘发包，他勇敢地承包了 200 多亩鱼
塘。多年来，吃住在鱼塘的他尽管累着，但

他累并快乐着，因为有了收益，就能更好地
报答乡亲。这些年来，他不知捐出去了多少
钱，只知道，身上经常揣着大几千、上万元的
钱，在村子里走一圈，钱就没了，张三 300 元、
李四500元、王五1000元，都给了需要资助的
乡亲。高太平说：“感恩图报不需要记账。”

高太平感恩图报的故事一传十，十传百
地传开。一位收购螺蛳的老板得知他的为
人后，主动给了他订单。捕捞螺蛳，年头年
尾、二三个月的活，时间不长又不影响农事，
高太平一听，这正是带领乡亲致富的好路
子，就满口答应了。30 多年来，本省、湖北、
江西等一些地方的湖泊，留下了他带领乡亲
合法捕捞螺蛳的足迹。

跟着高太平捕捞螺蛳长达 20 来年的该
村村民聂其德给记者算了笔账：“跟着高伯
捞螺蛳，一天有六七百元的纯收入，多的时
候上 1000 元，二三个月能赚个五六万元纯收
入。村里每年都有 30 多名村民跟着他捞螺
蛳，30 多年来，少说也有上百人跟着他捞过
螺蛳。他带领乡亲一年少说也要从湖里捞
回100多万元纯收入，30多年，他带领乡亲从

湖里捞回纯收入保守估计也有3000万元。”
高太平感恩图报，老伴及子女们没有一

个反对。

5岁成为孤儿 吃“百家饭”长大

村民高太平感恩图报不歇脚
■30多年里带领乡亲从湖里捞回3000多万元纯收入
■为村组修路捐款近30万元

本报讯（记者 王敏 通讯员 雷志
祥 陈成）4月17日上午，市财政局召开
专题会议传达 4 月 16 日市委常委（扩
大）会议精神。

会议组织学习了市委书记、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周德睿传达的省委常委会
（扩大）会议、全省金融工作会议精神，
传达了周德睿在市委常委（扩大）会议
上的讲话精神和市委副书记、市长曹立军
的相关工作要求，以及市委常委、市纪
委书记、市监委主任罗翠林关于作风建
设的要求。

会议强调，全局干部一定要保持清
醒头脑，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抓好政治
理论学习，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和全国
两会精神；要认真抓好整改，有高度的
政治敏感性，对中央和省委巡视组交办
的问题坚决整改到位，绝不抱有丝毫侥
幸心理；要严格按照作风建设的要求，
坚决执行到位；要统筹安排，促进财政
业务工作和中心工作齐头并进。

市财政局传达落实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

本报讯（记者 胡秋菊）昨日上午，副
市长汤祚国召集市委网信办、市航线办、
常德日报传媒集团、市广播电视台、桃花
源机场负责人，就近期加强桃花源机场
航班航线宣传工作进行了专题调度。

经过市委、市政府及相关部门多方
努力，桃花源机场新增成都、西安、杭
州、郑州、济南、兰州、珠海、温州等8个
城市航点，加上原有通航城市北京、上
海、广州、深圳、昆明、天津、南宁、海口，
常德通航城市增加至 16 个，每周航班
达82个，航班密度、航线数量均实现历

史性突破。调度会上，常德日报传媒集
团、常德市广播电视台负责人分别汇报
了加强机场航班航线宣传的思路及实
施方案。

汤祚国指出，要采用多种媒体集中
宣传的方式，重点针对区县乘客群体、
进出常德较频繁的商务群体、周边城市
群体及外地游客群体，多渠道广覆盖，
全方位加大航班航线的宣传密度，扩大
航班航线知名度，确保航班航线信息家
喻户晓，同时通过一些激励举措，让更
多的人自愿选择乘飞机出行。

市领导调度桃花源机场航班航线宣传工作时要求

确保航班航线信息家喻户晓

本报讯（记者 徐睿）昨日上午，市
人大常委会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
教育法》和《湖南省中小学校幼儿园规
划建设条例》（以下简称“一法一条例”）
执法检查动员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杨新辉出席会议并对做好执法检查
工作提出要求。

根据市人大常委会工作要点安排，
决定于 4 月开始对“一法一条例”的贯
彻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5月分3个
执法检查小组开展重点抽查，并于6月
中旬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一法
一条例”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市

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一法
一条例”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

杨新辉要求，一是要统一思想认
识，深刻领会执法检查的重要意义。他
指出，开展“一法一条例”执法检查是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现实要求，是开放强市、
产业立市的必然要求，是全面依法治市的
法治要求。二是要明确工作重点，着力抓
好执法检查的关键环节。要明确指导思
想、突出检查重点、把握工作步骤。三是
要坚持问题导向，切实增强执法检查的实
际效果。要加强组织领导、避免形式主
义、坚持问题导向、加强整改落实。

市人大常委会
召开“一法一条例”执法检查动员会

本报讯（记者 徐志雄 通讯员 肖
朝文）昨日下午，国卫迎审农贸市场督
导小组一行，对市城区4个农贸市场进
行了卫生安全实地查看，并对下一阶段
的工作进行了调度。副市长杨成英带
队参加。

通过对武陵区龙港巷农贸市场、朝
阳路农贸市场、火车站农贸市场及甘露
寺农贸大市场的现场查看，督导小组认
为，各农贸市场国卫迎审前期工作取得
了一定的成效，但对照国卫标准仍有不
少差距。对此，督导小组列出了城区农
贸市场自查自纠迎检问题清单，并将工
作责任具体分解到各部门、单位。在调

度会上，“四区”相关负责人、相关部门
及部分农贸市场负责人作了表态发言。

会上，杨成英指出，国家卫生城市
是常德的“金字招牌”，关系到全市的荣
誉，农贸市场是商贸服务业发展的重要
平台，是关乎政治、经济、社会、民生的
问题。她要求，各部门、责任单位要从
增强“四个意识”的角度，提高政治站
位，强认识；要明确目标任务，强信心；
要认清面对的严峻形势，不懈怠；要狠
抓问题整改，强措施；要确保国卫复审
过关，不追责，用铁定的目标任务、铁定
的信心和决心、铁定的纪律要求和铁定
的执法利器来确保省检顺利过关。

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周期复审农贸市场督导小组现场查看并调度

列出问题清单 责任分解到人

本报讯（记者 韩冬 裴维维 通讯员 佘
剑球 文/图）4 月 16 日，皇木关污水处理厂扩
建提标中的5万吨污水处理工程顺利通水，这
标志着江北城区污水全部经处理排放，从源
头清污。

去年 9 月 1 日开工的皇木关污水处理厂
二期扩建提标工程，比原计划提前4天通水投
入运行。运行后，我市城区水环境得到进一
步改善，特别对提升马家土

口河、穿紫河水质具
有重要意义。

据介绍，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张，江北城区产
生污水量激增至23万余吨/日，要求污水处理
能力必须相应提升，皇木关污水处理厂设计
日处理污水量为 20 万吨，随着二期工程的第
一步完工投产，目前已达到10万吨/日的污水
处理能力，加之柳叶湖畔的市污水净化中心
的污水处理量，江北城区污水处理量将达 25
万吨/日。

皇木关污水处理厂建设由国家投资，市
住建局具体负责。中建五局三公司承建施工

的皇木关污水处理厂二期扩建提标工程项
目，包括 15 万吨/日预处理生产线，分三步建
设，第一步采用改良型氧化沟工艺建设 5 万
吨/日生产线，新建氧化沟、二沉池、污泥泵
站、污泥浓缩等主体工程，第二步和第三步采
用“厌氧—缺氧—好氧法”组合工艺处理10万
吨/日生产线。预处理系统的出水水质为一
级B标准，20万吨/日深度处理系统将出水水
质提到一级 A 标准，另还配套进水提升泵站
和污泥脱水系统等。

皇木关污水处理厂扩建提标工程通水
■ 江北城区污水处理实现全覆盖
■ 马家土

口河、穿紫河水质提升

图为一位民工提着装满砂浆的灰桶准备收尾施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