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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7

月

29

日 星期五

本版责编 喻文杰 版式编辑 刘岳 责任校对 彭扬

市州新闻

6

邵阳市 晴

27℃～37℃

湘潭市 晴转多云

28℃～37℃

常德市 晴

29℃～37℃

益阳市 晴转多云

29℃～37℃

吉首市 晴转多云

26℃～37℃

怀化市 晴转多云

28℃～37℃

娄底市 晴转多云

28℃～37℃

衡阳市 晴转多云

28℃～37℃

郴州市 晴转多云

28℃～37℃

岳阳市 晴

29℃～36℃

株洲市 多云

28℃～37℃

永州市 多云

26℃～35℃

长沙市 今天到明天，晴天间多云

南风

２~3

级

29℃～38℃

张家界 晴

26℃～38℃

本报

7

月

28

日讯 （记者 李光华 通

讯员 张金波 赵风华 谭丝妲）“以往对

残疾人确实是关照的，但新增加的上百

名肢残人员出行难的问题却没有解决

好呀！ ”湘潭县残联收到这个反映后，即

向县主管领导汇报， 一个星期之后的

7

月

25

日，投入

14

万元添置的轮椅等

300

多

件各类辅助器具已分送到残疾人手里。

这是该县开展 “对照群众意见找差距，

带着感情纠短缺”活动的一个片段。

该县今年

5

月中旬开展“察民情、听

民意、解民难”党员干部大出访活动，从

县直

60

个部门、 单位和全县

19

个乡镇挑

选

6000

余名“民调”党员干部，深入

2

万多

个城乡居民家庭倾听意见和建议。 看到

党员干部情真意切， 群众敞开心扉，毫

不掩饰地提出了社会治安，群众文化生

活，交通、农业等基础设施维护，民生建

设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在大出访中，县

委书记陈忠红曾悄悄来到花石镇微服

私访，一批老农凑过来发起了牢骚：“路

是修得多，可是路难行，为什么？ 维护不

力啦！ ”县长谢振华在杨嘉桥乡访问时，

听到这样的批评：“医保政策好是好，但

手续繁多伤脑筋。 无论你患病多危急，

县医保中心没批准，就不能去上级医院

诊治。 ”民调干部把群众意见和建议一

一记录下来，汇报给县委纠风办。 一统

计，群众所提意见和建议达到万余条。

调查民意为的是顺遂民意。 该县组

成

5

个专门工作班子，由

5

名县委常委挂

帅， 着手对群众意见比较集中的

5

大类

问题进行逐一化解。 针对群众对交通设

施维护意见较大的问题，县主管领导组

织交通、 公路等部门进行了具体研究，

拿出了一揽子整修方案上报到省市有

关部门，并对石潭镇部分年久失修的路

段着手进行整修。 据县委纠风办初步统

计，该县已解决群众有意见的问题超过

5000

个。

本报

7

月

28

日讯 （记者 陈

永刚 通讯员 李黛） 由于近期

持续的晴热高温 ，

7

月

26

日 ，长

沙市日供水创下了

156

万吨的

今年最大量。 而随着高温天气

的延续， 预计供水需求量将超

过每天

160

万至

170

万吨。

为保证供水旺季长沙城区

供水的基本正常，长沙供水公司

提前对全市的水厂设备进行了

全面检修， 确保设备运转正常；

加快局部供水管网改造，解决管

网瓶颈问题；加大对城区管网的

漏损检测，降低漏损率，减少无

效供水；水质监测部门严密监控

水质情况，保证优质供水；各供

水分公司组织精干维修力量

24

小时待命，做到供水问题及时处

理，市民有任何供水问题，可随

时拨打供水公司

24

小时服务热

线

85133333

进行反映。

长沙供水公司负责人介

绍， 由于长沙市城区的日供水

设计能力为

180

万吨， 待去年

9

月建成的廖家祠堂水厂供水管

网与城区管网对接之后， 日供

水设计能力将达到

210

万吨，就

供水能力而言， 是能够满足长

沙市城区的用水需求的。 随着

6

月底木莲冲路连接韶山路管网

工程的完工， 原来水压较低的

井奎路沿线及环科园区域供水

也得到了较大改善。

不过该负责人也表示， 虽然

供水公司全力以赴， 但由于城市

的快速发展， 以及长沙市丘陵地

貌的地理特征， 在今年供水的旺

季， 部分高远程区域在用水高峰

时段可能出现水压水量不足的情

况， 请这些区域的市民采取避开

高峰时段进行储水的办法解决，

同时也呼吁广大市民节约用水。

6000干部下基层 搜集意见上万条

湘潭县“大出访”解民难遂民意

本报

7

月

28

日讯（记者 陈永刚 通

讯员 刘陶 ）今天 ，长沙市在黄兴路步

行街举行 “万名市民进歌厅” 赠票仪

式，组委会现场安排了

5000

张消费券，

免费赠送给来自长沙城建、城管、地铁

建设、环卫和社区的一线工作人员。

“万名市民进歌厅” 作为长沙市

第三届 “阳光娱乐 创业兴文 ” 的系

列活动之一。 今年的万名市民进歌厅

活动准备了可供

10

万人使用的全免消

费券 ， 预计消费价值超过

100

万元 。

长沙市文广新局负责人介绍， 今年的

活动参与单位从首届的

54

家发展到

110

家 ， 涵盖了歌厅 、 酒吧 、

KTV

场

所、 舞厅、 电玩、 网吧等市内半数以

上的文化经营场所， 参与场所提供的

都是全免票， 市民朋友可以不花一分

钱即享受消费服务。 组委会除了对一

线建设者提供赠票外， 还准备了一定

数量的全免券发放给市民 ， 从即日

起， 市民朋友可通过登录市娱乐协会

旗下的 “阳光娱乐团购网 ” （

www.

csjoys.com

） 等方式， 申请获得全免消

费券， 每个身份证限领一份。

本报

7

月

28

日讯（记者 匡玉 通讯

员 贺正香 刘晓敏）

7

月

25

日， 在衡阳

市交警支队驾管所路考考场， 一位

23

岁的法国小伙子通过了考试， 成为衡

阳市首位通过驾驶员考试的外国人。

据考官陈建铁介绍，当天下午，这

位法国小伙子带着翻译来参加路考 。

他第一次驾车上路时， 因车子压到了

道路中心实线，被考官判为不合格，只

好补考。 补考时，他小心翼翼，最终过

关。 他考完时，已是下午

6

时

30

分，考场

工作人员

10

分钟内为他办好了驾驶

证。

考完后， 记者对这位法国小伙子

进行了采访。 他在巴黎学过驾驶，到衡

阳工作后 ， 又到当地驾校学习了

3

个

月。 问及法国和中国的交通规则有什

么不同时，他说，最大的感觉是红绿灯

不一样。 法国的红绿灯设置在本车道

的前面， 而不像中国的红绿灯设置在

马路对面。 问及对中国考官的印象，拿

着刚刚到手的驾照， 他兴奋地说：“驾

管所的硬件设施和服务态度都很好 ，

我会介绍更多的朋友过来参考。 ”

本报

7

月

28

日讯 （邱志鹏 杨武杰

杨军）

7

月中旬以来， 沅江市人武部组

织

16

支民兵突击队， 义务帮助军烈属、

在乡伤残军人和缺乏劳动力的家庭抢

收抢种 。 目前 ， 该市活跃在田间地头

义务帮工的青年民兵有

400

多名， 有效

加快了 “双抢” 进度。

近年来 ， 沅江市农村许多青壮年

外出到广东 、 浙江等地打工 ， 家里只

有老人和小孩留守 ， 给 “双抢 ” 带来

一定影响 。 今年 “双抢 ” 大忙季节 ，

沅江市人武部急群众之所急 ， 组织机

关干部 、 职工和青年民兵到田间 ， 义

务帮助缺少劳动力的家庭收割早稻 、

抢插晚稻 。 他们视受助对象为亲人 ，

不怕苦、 不怕累， 受到群众好评。

本报

7

月

28

日讯 （通讯员

申明 记者 周怀立）今天上午，

“湖南湘江金属物流城”在株洲

举行建设指挥部揭牌仪式 ，并

宣布工程开工。

湖南湘江金属物流城项目位

于株洲市石峰区清水塘循环经济

工业园，由湖南榕城钢贸物流经营

管理有限公司负责实施。 规划占

地

1080

亩，总投资

30

亿元。 项目将

分

3

期实施，建设期为

5

年，将建成

总部经济区、会展区、商贸服务区、

仓储加工配送区等，计划吸纳

1000

家以上钢材贸易等商户入驻。

长沙最大日供水量达156万吨

仍在不断创新高，呼吁市民节约用水

株洲投资30亿元建金属物流城

长沙为一线建设者提供歌厅赠票

衡阳首位外国人通过驾考

沅江民兵义务帮工抢收抢种

7

月

28

日

,

安 化 县

抗旱服务队

在乐安镇抽

水抗旱 。 该

县目前已有

30

万亩农作

物受旱 。 县

防汛抗旱指

挥部组织抗

旱机械

2400

多台套 ， 在

溪河引水抗

旱。

吴毅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