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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证件声明作废
·芦淞区新隆轩电

器经营部遗失 4302036
00283090 号 营 业 执 照
正本

·石峰区东三日化
商 店 湘 天 桥 店 遗 失
92430204MA4PLA6C5
4号营业执照正本

·史金广遗失 3715
25198712097214号身份
证（有效期限：2011.04.
19-2021.04.19）

·株洲市天元区熹
悦 花 都 幼 儿 园 遗 失
J5520003171301 号开户
许可证正本

·株洲市众合房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遗 失
原公章一枚

2019年 8月 14日
检修停电安排（公告）

设备停电检修期间，严禁
有自备电源的单位向电网倒送
电。请广大用户务必注意防范
电气火灾，停电以后请立即关
闭电取暖器具等容易引发电气
火灾的用电设备电源开关，防
止来电以后引发电气火灾。如
因天雨或其它特殊原因导致线
路停电工作顺延、改期或取消，
请谅解。线路具体停电时间参
见中缝停电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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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8月 22日
检修停电安排(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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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株洲供电公司
2019年 8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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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记者 吴楚
实习生/王海芳 通讯员/刘启诚

株洲日报讯 办公桌上的绿萝忽
然枯萎，单位绿化带植物日渐“萎靡不
振”，想在家里种些花花草草却不知如
何选择，遇上这些问题怎么办？

别急，让株洲园林绿化技术服务
站来帮你。

大约一个礼拜前，这个全市首家
公 益 性 园 林 技 术 服 务 机 构 开 门“ 坐
诊”，现在运营情况如何？8 月 12 日，记
者前去探访。

天元区珠江南路，市园林绿化中
心一楼，掩映在行道树后的绿色招牌

“株洲市园林绿化技术服务站”异常
醒目。

进门，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站在
台前微笑迎客。朝里走，左侧是“园林
产品展示区”，4 层的立柜上摆着一大
堆瓶瓶罐罐，这是针对病虫害的各种
常用园林药物。柜子旁还有个显示屏，

正在播放植物打药、移栽等教程。
接待台后面，正对着大门处是“园

林书吧”，上面放着不少书籍，记者翻
阅发现，全是介绍园林技术的专业书
籍刊物或者普及园林政策的宣传册。

里面居然还有不少园林设计的书
籍。工作人员介绍，除了“看病开药方”
之外，园林绿化技术服务站还提供多
种咨询服务，无论是家里摆绿植，还是
别墅栽绿植，或者企业建园林景观等，
都可前来咨询。

“服务站由市园林科研中心、市园
林学会、市园林协会及植友植物医院
共同组建，对全社会免费开放，提供免
费咨询或者预约上门技术服务。”市园
林绿化中心主任晏东方介绍。

这个公益性园林绿化技术服务窗
口开放不到 10 天里，已经有不少访
客。翻开前台登记本，“诊断”记录已
密密麻麻：学林雅苑小区，移栽两盆
桂花树，建议挖树前喷洒“抑制”；茶
陵县城雪松尖部干枯落叶，建议土球

挖开、松土……
在晏东方看来，这既说明市民有

园林技术服务需求，也反映出绿化已
经成为不少株洲市民的生活内容。

2007 年株洲荣获国家园林城市称
号，此后，又顺利通过住建部两次国家
园林城市复查。过去 3年，“城市绿荫行
动”效果显著。今年，“创建国家生态园
林城市”首次又写进市政府工作报告。

记者在网上检索发现，对外开放
的全公益性质的园林技术服务站在全
国并不多见。在业内人士看来，园林绿
化技术服务站既为创建打基础，又填
补了株洲园林公共服务的空白。

“服务站的首要功能肯定是为市
民解决园林问题，进而提高整个株洲
园林绿化质量，无论是个人、家庭还是
企事业单位。”晏东方说，创建国家生
态园林城市需要全市人民共同参与，
希望能借势将服务站打造成株洲园林
品牌，进一步宣传爱绿护绿意识，让园
林绿化更加深入人心。

我市已建和在建的村级“儿童
之家”达到 998个，覆盖率达 72.8%

明年，每个村都会有
“儿童之家”

株洲日报记者 刘平
通讯员/江广赞

株洲日报讯 8月 12日，记者从市民政局获悉，
根据省相关部门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村级儿童
之家建设和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到 2020 年，全省

“儿童之家”要实现建制村全覆盖。同时，对“儿童主
任”给予岗位补贴，补贴标准每人每月 200元。

《通知》要求，原则上每个建制村统筹建设 1 个
“儿童之家”，到 2020 年实现建制村全覆盖。“儿童之
家”室内建筑面积一般不少于 50 平方米，配视频交
流、学习阅读、娱乐活动等基本设施，室外有安全、
够用的活动场地。有条件的地方可设置心理咨询
室，配备专业心理咨询师定期服务。每建 1 个“儿童
之家”补助 3 万元，其中省级补助 1 万元，市县补助 2
万元，经费从各级福彩公益金中列支。对“儿童主
任”岗位补贴，有条件的地方可适当增加，由县市区
按工作绩效分等次发放。岗位补贴资金由各地从乡
镇社工站有关经费中列支。“儿童之家”运行经费由
县市区承担。

目前，我市约有儿童 85 万人，约占总人口的
21%，其中留守儿童 17636人，困境儿童 7805人。共有
儿童督导员 109人，“儿童主任”1362人，覆盖所有村
社区。“市有示范、县有中心、乡镇有站、村社有家”的
四级保护网络已实现全覆盖。全市已建和在建的村
级“儿童之家”达到 998 个，覆盖率达 72.8%，其中已
建的 679 家“儿童之家”已经投入运营，预计明年实
现全覆盖。

今年来，市民政局已先后举办 4 期能力提升培
训班，为“儿童主任”及儿童督导员开展培训，进一步
加强基层队伍专业服务能力建设，为留守儿童提供
更优质服务。

20 天完成签约、腾房、拆除，芦淞再创
征拆新速度

老军分区将变大型休闲广场
株洲日报记者 易蓉
通讯员/肖星明

株洲日报讯 8月 12日，芦淞区建设路旁的老军分区位置，挖
掘机的作业已经将这里整成了一片平地，不久之后，这里将“腾笼
换鸟”，崛起一座大型休闲广场。

而该项目从签约、腾房到拆除的征收过程不过共 20天。
据了解，芦淞区老军分区项目征收工作由两部分构成，面积共计

3024.32平方米。其中，B地块面积为 1017平方米，用途为仓库。C地块
房屋总建筑面积为 2007.32平方米，由 19户住户、三家单位公房组成。

建宁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征收严格按程序办：如公开征收补偿政
策、办事程序；公开房屋调查基本情况……征多少补多少，一目了然。

自今年 3 月份正式启动签约，全体工作人员仅用十天时间就
100%完成项目签约，他们在安置服务方面也是细致入微。

“我家庭条件困难，老婆患有癌症，工作人员就帮助我们申请
公租房，非常感谢。”征收户赖师傅表示。

为妥善安置征收户，征收工作人员还联系 4家房地产和中介公
司，提供现房、在建楼盘、公寓 60 套，二手房源 30 套。现房、在建楼
盘、公寓均比市面销售价格每平米优惠 200 元以上，对二手房源以
免去 2/3手续费的形式对进行补贴。

最终，该项目 10天完成征收签约，7天完成腾房，3天完成拆除
工作，创造了征拆工作的“芦淞新速度”。

超 37℃高温已有 11天
比历年同期多了近一倍
株洲日报记者 廖明

株洲日报讯 炙热的阳光、聒噪的蝉鸣，盛夏的株洲，热得让
人难受。今年夏天到底有多热？这样的天气还要持续多久？8 月 12
日，市气象台就我市今年夏季高温情况进行分析通报。

株洲市气象台台长曾欣介绍，今年 6月 1日至 8月 11日，市区出
现 35℃以上的高温日数为 26天，比历年同期平均的 22.1天偏多，但
醴陵、攸县、炎陵和茶陵的这一数据，比历年同期均偏少；37℃以上
的高温日数，市区达到 11天，比历年同期的平均 5.9天，多出近一倍。

今年全市的最高气温出现在 7 月 31 日的市区，温度为 38.5℃。
但这一温度不算极端。

据市气象台统计数据，全市的高温极值出现在 2003 年 7 月 16
日的炎陵县，气温达 41.6℃，株洲市区的气温极值，则出现在 2010
年 8月 5日，气温为 40.3℃。

什么时候会降温？至少未来一周内不会。全市将持续晴热高温天
气，茶陵、炎陵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全市最高气温为 37℃至 38℃。

今年的高温不算突出，但降雨量却创造了历史。
今年 1 月 1 日至 7 月 23 日，全市平均累计降雨量为 1534.8 毫

米，较历年同期的 1064.1毫米，偏多 44.2%。

网上“科服保姆”来了
科力芯为企业提供技术、设备、资金、政策咨询

等“一站式”服务
株洲日报记者 刘芳 沈全华
通讯员/周璟

株洲日报讯 如何申报、运用和保
护专利？如何申请科技项目专项资金？如
何共享科研仪器设备？8月 12日，“科力
芯科技创新公共服务云平台”（简称科力
芯）上线，能为企业提供技术、设备、资
金、政策咨询等“一站式”服务，标志着我

市开启了互联网+科技服务新模式。
据介绍，科力芯结合株洲“3+5+2”

产业集群特色，前端与创新主体、载体
相连，后端与科技资源、科技管理相
连，“科力芯能帮企业寻找科技创新资
源，打造良好的科技生态环境，促进科
技成果转化。”科力芯相关负责人介
绍，还可通过可视化展示各终端的数
据指标，直观呈现终端统计数据成果，

便于浏览分析和辅助政府管理单位实
现科技大数据管理。

副市长何朝晖表示，各部门要发
挥平台资源共享的作用，为科技型中
小企业提供更好的创新服务；要通过
创新平台集聚更强的发展动能，把推
进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和打造中国动
力谷有机结合起来，以技术创新推进
产业升级，以高精技术领跑产业发展。

贴身“园林管家”上线
我市首个园林绿化技术服务站填补园林公共服

务领域空白

公共自行车成为
株洲名片
株洲日报记者 邓伟勇

“没想到政府这么重视、没想到市民这么欢迎、
没想到能坚持这么长时间、没想到影响能这么大。”8
月 7日，面对株洲公共自行车的话题，文佳初用四个

“没想到”打开了话匣。
文佳初曾是市政协人口和资源环境委员会主

任，他参与了株洲打造公共自行车出行系统，也见证
了株洲公共自行车一步步成为城市名片。

株洲公共自行车系统的建立源自一份提案。
2011年，市政协七届四次会议上，人口资源环境委员
会提出一份集体提案——《让自行车成为市民出行
的重要方式》。市委市政府经研究后采纳建议并启动
建设。同年 5 月，株洲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正式运
行，成为全省第一个建立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的城
市，也是当时国内为数不多把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
纳入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的城市。

“公共自行车系统运行以后，由于租赁价格亲
民，又方便短程出行，受到老百姓欢迎，骑自行车出
行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文佳初介绍，2012年，中央
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城市 1+1》栏目专门向世界介
绍株洲公共自行车；2013年 4月，株洲公共自行车作
为湖南唯一案例获得年度全国“人居环境范例奖”。

“公共自行车环保又便民，当时全国很多城市都
在推进这项工作，但苦于没有可借鉴的模式。”文佳
初回忆，株洲无疑成为效仿学习的对象。到 2014 年，
株洲城区建成 1058个租赁站点，安装智能停车柱 2.6
万个，投放公共自行车 2 万辆，市民办卡数逾 20 万
张，全国 100多个城市派人来株洲参观考察。

近年来，面对公共自行车使用人群下降、设施逐
渐老化、公司运营能力减弱等问题，市政协持续关
注，就“进一步强化我市城区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公
益属性”进行专题调研，并提出创新运营模式、建立
公共自行车管理长效机制、保障公共自行车路权等
建议。“株洲的公共自行车已运行 8 年多，让这一惠
民工程继续保持生命力，长期运营下去，是所有政协
人的一种特殊情感。”文佳初说。

株洲日报记者 沈全华
通讯员/唐刚强

株洲日报讯 两口子来到湘江边
玩耍，妻子出状况丈夫前去施救，结果
两人都陷入危险境地。8 月 11 日晚上，
湘江市区段天元大桥西头码头断层下
游 50 米处上演惊险一幕，幸被热心市
民和义务救援队员发现，两人被救回
岸边。

“救命呀！救命啊！”当晚 8 时 40
分，一名溺水男子在天元大桥西头大
声呼救。正在旁边游泳的市民许先生
听到后，立即将呼救声传递给附近执
勤的市湘江义务救援协会一线队员。

队员王永恒、刘增芳、罗志刚、罗大
明、张志诚、曾庆明、唐刚强等人闻讯立
即开着冲锋舟，对溺水男子展开搜救。
溺水男子被扶着靠近冲锋舟，又滑落水
中。水上舟上队员一起动手，将他扶上
冲锋舟。

“我老婆顺着水飘走了，快救她！”
上岸后，男子再次向队员求救。留在船
上的刘增芳又带着其他队员向河中央
冲去，找到了该男子的妻子。因为有救
生圈，对方受了一点惊吓并无大碍。

据了解，获救男子姓张，38 岁。当
晚，他妻子套着救生圈先下水，张先生
在岸上看手机。突然，他发现妻子被冲
到急水区 20 多米远了。他抱着侥幸心

理跳进河里，想把妻子拖回来。哪知妻
子已向江心漂去，根本追不到了，自己
往回游却体力不支，不得不大声呼救。

“再晚十几秒，我就会沉下去了！”
后怕不已的张先生一个劲地向湘江义
务救援队员表示感谢。

8 月 12 日晚上 7 时许，株洲大桥至
天元大桥之间发生两起溺水身亡事
故，一名 8 岁男孩和一名 30 多岁男子
戏水时先后命殒湘江。

义务救援队员提醒，湘江野泳很危
险，下水时一定要带好安全护具，在晚上
不要轻易下水。一旦发生溺水事故，不要
盲目施救，可向他们就近求助或拨打 110
报警。

险：周日夫妇夜游遇险
悲：周一两人戏水溺亡

株洲日报记者 刘琼
通讯员/李勉

株洲日报讯 8 月 10 日晚上，一
场突如其来的暴雨让湘江的水流变得
湍急，一名年轻女子因感情受挫走进
湍急的江水。危急时刻，天元公安分
局巡警大队民警与热心市民一道将女
子救了回来。

当晚 11 点 27 分，天元公安分局巡
警大队接到 110 指令称，在天元区滨
江南路附近有一女子准备跳河自杀。
接警后，民警汤佳俊和辅警宋振兰立
即赶往现场。

“我们赶到现场时发现，河水已没
过她的胸口。见我们到来，女子一个劲
地喊‘不要你们管’。”汤佳俊介绍，由
于女子情绪激动，他们只能先耐心安

慰对方。经过近半个小时的劝说，女子
的情绪渐渐平稳，终于答应上岸。

可是，因岸边遍布稀泥，地势较
高，女子往回走时，一不小心踏空了，
又掉入水中。见状，汤佳俊和宋振兰
顺势跳了下去。因为淤泥太深，3 人
深陷其中爬不上来。此时，正在附近
夜钓的几位热心市民也加入救援队
伍，将 3 人逐一拉上岸。

警民携手：救回跳河轻生女子

撞开警车逃离
民警鸣枪逼停“油耗子”
该团伙在长株潭三地服务区累计作案近百起
株洲日报记者 刘琼
通讯员／何云娜

株洲日报讯 7月 6日凌晨 4点，在武深高速官庄服务区内，当大
货车司机们还沉浸在梦中时，3声枪响打破了服务区的宁静。原来，民
警在抓捕两名“油耗子”时遭遇了对方的疯狂抵抗，不得不鸣枪示警。
最终，对方束手就擒。8月 10日，醴陵警方向媒体披露了该案案情。

服务区内，多辆货车内的柴油被盗
去年 9月 6日凌晨，醴陵市公安局枫林派出所接到一货车司机

报警称，其在官庄服务区休息时，货车油箱里的柴油被偷光了。接
警后，民警立即赶赴现场侦查，由于缺少目击者，加之服务区内的
监控设备像素不高，民警获取的线索非常有限。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枫林派出所又先后接到了几起类似的报
案。通过大量的摸排调查，民警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原来，几乎每
次发案，都有一辆商务车会出现在案发现场，而且车上的司乘人员
都戴着帽子、口罩，还将车上的遮阳板放了下来。

根据该线索，民警在武深高速官庄服务区开始蹲守，可犯罪嫌
疑人却突然消失了，随后的几个月都没有作案。

抽丝剥茧，警方调取5万辆车的行车记录
如何突破僵局？警方随即调转思路，与高速交警合作，通过调取

高速公路的监控卡口录像，一辆别克牌灰色商务车进入警方视线。
根据新发现的线索，办案民警一面加大在服务区的蹲守力度，

一面针对车牌展开调查。短短 3 天时间，办案民警通过卡口的监控
数据分析了近 5万辆车的行车记录，发现嫌疑车辆有多次从酒埠江
收费站出入高速公路的记录。随后，民警赶赴酒埠江调查取证，初
步锁定了 3名犯罪嫌疑人。

嫌疑人欲驾车逃离，民警鸣枪示警
当警方准备收网时，7月 6日凌晨 4点，两名犯罪嫌疑人按捺不

住，再次来到官庄服务区作案。
接到报警后，枫林派出所民警刘虎和同事立即赶到现场，他们

驾驶警车迅速挡在嫌疑车辆面前。
“我们是警察，别动，将车停下！”刘虎持枪下车，大声警告嫌疑

人。嫌疑人并没有停车，反而准备强行撞开警车逃离现场。
为避免现场人员受伤，刘虎果断鸣枪警告。“砰！砰！砰！”3声枪

响后，嫌疑人终于停车熄火，民警当场抓获嫌疑人郑某及李某。很
快，另外 3名嫌疑人也相继落网。

据办案民警介绍，该盗窃团伙一般在凌晨作案，他们的车辆每
次进入高速公路服务区后，就会把灯熄掉，悄悄靠近停在服务区里
的大货车，然后通过打洞、撬锁的方式盗窃货车油箱里的柴油。从
去年 9 月至今，该团伙在长株潭三地的多个服务区内流窜，累计作
案近百起。目前，5名嫌疑人已被刑拘。

连日来，天元区三门镇梽木村的村民开始晒向日葵。趁着晴好天气，各家纷纷把家里的农产品拿出来晒，村里呈现出
一派丰收景象。 株洲日报记者 易翔 通讯员/ 黄洁 摄

相关链接

“儿童主任”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村
（居）民委员会指导下，组织开展以下工作：

1.负责做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
保障日常工作，定期向村（居）民委员会和儿童督导
员报告工作情况。

2. 负责组织开展信息排查，及时掌握农村留守
儿童、困境儿童和散居孤儿等服务对象的生活保障、
家庭监护、就学情况等基本信息，一人一档案，及时
将信息报送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并定期予以
更新。

3.负责指导监护人和受委托监护人签订委托监
护确认书，加强对监护人（受委托监护人）的法治宣
传、监护督导和指导，督促其依法履行抚养义务和监
护职责。

4.负责定期随访监护情况较差、失学辍学、无户
籍以及患病、残疾等重点儿童，协助提供监护指导、
精神关怀、返校复学、落实户籍等关爱服务，对符合
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政策的儿童及家庭，告知具体内
容及申请程序，并协助申请救助。

5.负责及时向公安机关及其派出机构报告儿童
脱离监护单独居住生活或失踪、监护人丧失监护能
力或不履行监护责任、疑似遭受家庭暴力或不法侵
害等情况，并协助为儿童本人及家庭提供有关支持。

6.负责管理村（居）民委员会儿童关爱服务场所，
支持配合相关部门和社会力量开展关爱服务活动。

“儿童主任”工作职责

——走进人民政协

辉煌70年

有钱了就到别处盖新房。房子被国家征收后，
看到红军标语得到专业性保护，我更高兴。现在，党带着我们走进
了新时代，我们要继续紧跟党走，为了更好的日子努力奋斗！

李超生（炎陵县马道村党支部书记）——
以行动践行诺言，用真心赢得群众

土地革命时期，红军和白军进行“拉锯战”，为什么是红军收
获了民心与支持？那些红军标语，为什么能得到群众自发地爱护？
在我看来，原因在于我们的党和军队始终了解群众的呼声与心
愿，更在于以扎扎实实的行事作风，践行了当初写在墙上的誓言。

今天我们联系群众推进各项工作，有了微信群、互联网等渠道，比
刷标语便捷得多。但快了速度，不能远了距离，我们依然要贴着群众心
窝谋发展，不负群众期盼做工作。近年来，我们马道村以“五化”建设标
准完善了村综合服务平台，也于去年实现了村里没有一个贫困户，办
成这一件件难事大事，靠的正是那股把宣言变成现实的扎实干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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