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陶小爱

通讯员 夏亮 骆炬 王强

“您的问题属于土地征收问

题， 请到农村土地征用接访室。”

“您的问题属于残疾人保障

问题， 请到残联接访室……”

4

月

7

日， 在长沙市开福区矛

盾调处中心， 记者被眼前一幕幕

情景所感奋。

中心的

24

位工作人员， 将种

种难题与诉求， 分门别类分流至

10

个调处窗口， 让上访群众如同

进了一个 “解难超市 ”， 便捷地

各取所需。

一站式服务便捷

在大门左侧的取号机上轻点

触摸屏 ， 上访者领到排位号后 ，

在宽敞明亮的大厅里等待语音系

统的提示。 这种在银行司空见惯

的服务方式被复制到了开福区社

会矛盾调处中心 ， 上访者成了

“座上客”。

不管是因为征地拆迁， 还是

因为劳资纠纷， 到开福区矛盾调

处中心来的每一位上访者， 都会

由候访大厅的引导员带至相关部

门的接访室， 实现 “无缝对接”。

与信访部门只能批发中转上

访的问题至相关职能部门不同 ，

这里则将行政资源整合在一处 ，

“一站式” 化解矛盾， 解决问题，

成为矛盾 “终点站”。

群众反映问题集中的区法

院 、 房产 、 民政 、 劳动 、 公安 、

国土、 城管、 残联等部门齐驻一

楼， 形成

10

个调处窗口， 供上访

群众各取所需 。 对反映诉求简

单、 调处难度较低的个案， 中心

直接调处 ； 涉及单位较多的事

项， 则组织驻中心各个接访部门

当场联合调处； 中心不能当场拍

板调处的问题， 临时召集相关部

门 、 街道 “一把手 ” 联合处置 ；

“老大难” 问题， 约访区委书记、

区长 ， 减少信访人的奔波之苦 。

一年来， 中心共接访

1046

批

1983

人次， 调处率高达

81.36%

。

3

个设定让人宽心

“对信访群众反映的问题首

先设定是有理的或部分有理的 ，

对问题产生的原因首先设定有关

单位、 工作人员是有过错或错失

的， 对问题的处理首先设定是有

办法解决的 。” 开福区在社会矛

盾调处过程中转变服务理念， 探

索出 “有理 、 有过 、 有解 ” 的

3

个设定， 让许多看似无法解决的

难题， 迎来柳暗花明。

东风路街道一位原居委会主

任， 数年前因工作不顺心离开岗

位， 但一直未办理正式的离职手

续。 几年来， 生活困顿的她因原

单位未给解决社保等问题而多次

上访， 总是陷入僵局。 调处中心

成立后， 她再度上访。 中心了解

到有关部门在她离岗后从未正式

发文辞退或者除名 ， 存在 “有

过 ” 。 经过长达

3

小时的联合调

处 ， 终于使她 的 问 题 “有 解 ”

了： 按照当时的标准， 为她补交

养老保险 ， 让她获得了适当帮

助。 这起拖了多年的上访事件成

功息访。

多方联动排忧解难

“问题要解决 ！” 区委书记

张迎春简明扼要地指出调处中心

存在的理由以及工作的核心。

围绕这一核心， 中心调动多

方力量， 为群众排忧解难， 将区

内一半以上的重大信访积案成功

调处。

2010

年

12

月

15

日， 调处中心

的会议室里挤满了人。 他们都是

为了一位叫郭林海的上访者而

来。

40

多岁的郭林海幼年因小儿

麻痹症右腿残疾 ， 不幸的他在

2009

年又因交通事故左腿致残 。

开福区交警大队认定肇事方负全

部责任， 并按照法律政策标准要

求肇事方向受害者郭林海赔偿

8

万元。 可郭林海针对自身原本残

疾的特点， 要求肇事方赔偿

34

万

元， 多次协调不成后， 郭林海联

合

30

多名残疾人多次上访。 调处

中心接访后 ， 联合信访 、 残联 、

交警 、 民政 、 律师事务所 、 街

道、 社区多个部门， 讲法讲理又

讲情。 最终双方就肇事方赔偿郭

林海

18

万元达成一致协议， 郭林

海也再未上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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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邵阳市 中到大雨转小雨

17℃～24℃

湘潭市 小雨

14℃～24℃

张家界 阴转小雨

16℃～22℃

吉首市 中雨转小雨

13℃～22℃

岳阳市 阵雨转阴

15℃～21℃

常德市 阵雨转阴

15℃～21℃

益阳市 中雨转多云

15℃～22℃

怀化市 大雨转小雨

16℃～22℃

娄底市 中雨转小雨

15℃～23℃

衡阳市 中雨转小雨

16℃～24℃

郴州市 中雨转阵雨

14℃～24℃

株洲市 中到大雨转小雨

15℃～26℃

永州市 中雨转小雨

16℃～23℃

5

长沙市

今天，中雨转小雨，明天，阴到多云

北风

2～3

级

16℃～22℃

本报

4

月

15

日讯 （通讯员 王

敏 记者 陶海音） 记者昨天从张

家界至花垣高速公路了解到， 张

花高速建设扎实推进， 目前全线

路基已基本成型， 将于

2012

年年

底建成通车。

张花高速主线全长

147.3

公

里 ， 概算投资

131

亿元 。 全线有

大小桥梁

108

座 ， 隧道

17

座 ， 桥

隧比接近

40%

， 建设难度极大 。

自

2009

年

6

月开工以来 ， 已累计

完成投资

66.4

亿元 。 目前全线路

基土石方工程完成

95.3%

， 桥梁

桩基已完成

6867

根， 桥梁立柱已

完成

95.3%

。 张花高速隧道工程

施工有条不紊，

17

座隧道已有

15

座中导贯通。 其中舒家湾隧道是

张花高速的控制性工程， 也是张

花高速的第二长隧道， 施工单位

中铁十七局五公司克服地质条件

复杂、 低温多雨的困难， 采取先

进的新奥法施工， 确保了工期进

度按计划推进， 目前舒家湾隧道

左右洞已全线贯通。

全线路基基本成型

张花高速明年底建成

本报

4

月

15

日讯 （通讯员

罗金勇 记者 唐善理 ） 阳春

三月 ， 春光明媚 。 在江华瑶

族自治县火车站广场上，矗立

起一座长

16.8

米、 直径

2.8

米、

重

15.6

吨的瑶族铜铸长鼓， 鼓

身饰飞龙云纹 ， 四座是龙犬

图腾 。 雕塑引来了一批批外

地游客留影纪念 。 这座世界

上最大的瑶族长鼓雕塑成为

该县极富瑶族特色的标志性

建筑。

江华是全国最大的瑶族

自治县 ， 有瑶族人口近

30

万

人。 近年来，为了保护、发掘传

承瑶族文化 ，县委 、县政府明

确要求 ， 全县新建的办公设

施、公共服务设施以及民用建

筑必须体现出瑶族风情 、风

貌。 拨出专款

100

万元，聘请香

港和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对

新城区规划进行修订，组织瑶

学专家 、学者展开论证 ，将瑶

族文化元素融合到城市建筑

中。 投入资金近

10

亿元，修建

了天下瑶族第一殿———盘王

殿 、瑶族吊脚楼长廊 、瑶族文

化公园、全国最大的瑶族图腾

坊、 务江龙虎瑶族风情村、民

族街、瑶族铜铸长鼓等一批富

有民族特色的建筑和景观。

此外，瑶族文化研究近年

在该县也十分活跃。 瑶族学者

李祥红 、王孟义所著的 《瑶族

盘瓠龙犬图腾文化探究》一书

中提炼出了瑶族原始图腾崇

拜的龙犬形象，被广泛运用到

城市公园 、 雕塑 、建筑当中 ，

使整个县城充满了瑶族文化

魅力。

■

该 县

规 范 资 金 集

中投入模式 ，

实行 “捆绑扶

持 ”， 先后投

入 农 业 综 合

开发资金

1.29

亿元 ，实施项

目

37

个 ，完成

中 低 产 田 改

造

3.52

万亩

本报

4

月

15

日讯 （记者 邓明 白培生 通

讯员 谢水兵）“这个项目搞得好， 今后我们

这里

1

万多亩水田真正旱涝无忧了！ ”

4

月

13

日，记者来到宜章县一六镇高标准农田建设

示范项目区， 该镇香口村村民曾发宪高兴

地向我们介绍 ， 去年县里共投入农业综合

开发资金

1360

万元 ， 帮助他们加固山塘 ，

开挖疏浚渠道， 新修引水、 田间渠道， 重建

渡槽，维修改造机耕道 ，使得农业生产能力

大幅提高。

宜章县有耕地面积

3.8

万公顷。 过去由于

投入不足，农业基础比较脆弱 ，发展后劲不

足。 为此，该县规范了资金集中投入模式，以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建设为平台，整合涉农资

金，实行“捆绑扶持”。 该县在赤石、白沙、黄

沙、一六等乡镇烤烟、粮食主产区中，先后实

施了中低产田改造 、 建设高标准农田等项

目， 使得项目区内粮食亩产由立项前的

518

公斤提高到

664

公斤， 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3769

元，比开发前增加

618

元。

与此同时 ，该县围绕 “一品一县 ”工程 ，

全力扶持农业产业化项目。 仅加法果业公司

就投入

725

万元， 有力推动了脐橙产业的迅

猛发展， 目前全县脐橙种植面积达

9.6

万亩，

年产量

4

万吨。

据介绍，近

3

年来，宜章县先后投入农业

综合开发资金

1.29

亿元，实施项目

37

个，完成

中低产田改造

3.52

万亩， 建设优质粮食基地

12.6

万亩，完成新建衬砌渠道

111.2

公里，新修

机耕路

61.49

公里， 营造农业生态林

5.2

万亩，

初步形成了以优质烟、粮、茶叶等为主的“五

大基地、五大产业”开发格局，实现了农业综

合能力的整体提升。

改善生产条件 扶持优势产业

宜章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大幅提升

4

月

15

日， 泸溪县达岚镇五德村农民李德厚 （右一） 在墟场义务为赶集群众发送

《泸溪县 “五五” 普法实用手册》。 今年

73

岁的李德厚老人自去年

10

月以来， 在县司

法局支持下， 先后到潭溪、 合水等

7

个乡镇墟场， 义务为群众宣讲法律政策知识

13

次、 免费发送农村法律常识读本

8000

多本。 吴代清 摄

本报

4

月

15

日讯 （记者 杨

军 通讯员 卢跃 吴胜琳 ）近

日， 由益阳市朝阳绿源沼气新

技术开发中心、 桃江县生态能

源局组织攻关完成的粪草混合

连续发酵零排渣沼气制取新技

术研究， 通过了省科技厅组织

的专家鉴定。专家们认为，该项

目整体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其

中户用沼气池双向导流技术居

国内领先水平， 建议扩大示范

范围，加快推广应用。

据了解， 以益阳市科技工

作者符放中为主完成的这项新

技术， 针对现有沼气池存在的

发酵原料受限、 进出料难等问

题， 从池型结构和技术上进行

改进，在同池异境中循环，即将

传统沼气池运行由静态或半动

态变成全动态， 并改进发酵技

术， 添加一种纤维素生物促腐

材料， 对粪草进行混合连续发

酵制气， 使可降解固体有机物

实现完全降解。同等条件下，产

气总量和原料产气率比传统水

压式沼气池和上流式沼气池均

提高

1.3

倍以上。目前，这项新技

术已在益阳市赫山区等地农村

多处运用，因其使用方便、产气

率高而广受欢迎。

本报

4

月

15

日讯（记者 邹

靖方 ）今天 ，长沙市总工会和

长沙银行联手为长沙市工会

会员推出 “芙蓉卡·工会服务

卡”。 该卡的发放是建设长沙

市职工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

“芙蓉卡·工会服务卡”，

是一张具有金融功能的银行

借记卡。 持卡会员除享受市总

工会免费提供的法律援助、职

业介绍、职业培训、困难帮扶、

应急救助、劳动争议调解等服

务外，还可享受市总工会为每

位持卡会员提供的非工伤意

外伤害保障救助计划和家庭

财产损失保障救助计划 。 另

外 ， 持卡会员凭此卡到市总

工会、长沙银行共同签约的特

约商户消费，可享受多项优惠

服务。

矛盾“终点站”

———记长沙市开福区矛盾调处中心

益阳研究出沼气制取新技术

原料产气率提高1.3倍以上

“芙蓉卡·工会服务卡”服务长沙职工

瑶族文化元素融入江华建设

本报

4

月

15

日讯 （通讯员 邹政权 刘婷

记者 周怀立）“作为目前国内唯一的中小航

空发动机基地，中国南方航空工业（集团）有

限公司将迎来发展的春天，湖南航空发动机

产业也将迎来一个真正的发展春天。 ”

4

月

13

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中国南方航空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高兴地说。 原来，中

航工业集团公司总经理林左鸣日前表示，未

来

5

年， 中航工业集团将在航空发动机领域

自主投资

100

亿元，打一场航空动力翻身仗。

这笔中航工业历史上最大的自主决策投资，

将给其位于株洲的分公司———中国南方航

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带来巨大机遇。

据悉，为了实现建设航空工业强国的目

标，国产航空发动机研发已被列入国家重大

科技专项。 曾成功研制出新中国第一台航空

发动机的中国南方航空工业 （集团 ）有限公

司，先后研制生产了活塞、涡喷、涡桨、涡轴、

涡扇和辅助动力装置共

6

大类别的产品 ，覆

盖直升机、教练机、运输机、无人机动力及辅

助动力装置，装配其产品的飞机曾参加国庆

阅兵、亚丁湾护航、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

会安保 、 中外联合军事演习等多次重大活

动。 随着中航工业航空动力翻身仗打响，在

省委、省政府对航空战略产业高度重视和扶

持下，中国南方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已

提出宏大战略目标：建设世界一流的中小型

航空发动机基地，并在航空发动机及其衍生

产品、 民品以及其他光机电衍生产品领域，

不断加速战略推进，创造新的业绩。 目前，他

们正在积极动员，迅速布局 ，尽一切努力加

快研发速度。

中航工业投巨资打“翻身仗”

我省航空发动机产业迎来发展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