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8月11日讯 （记者 陈永刚
通讯员 奉成君）猪肉又涨了 ，库存
还有吗？ 粮油涨幅大，如何来平抑？
今天， 长沙市政府办公厅下发了建
立保障市场供应稳定价格总水平分
工责任制的通知， 对于稳定物价工
作实行责任制。

长沙市各区、县（市）政府按照属
地原则对本地城内市场价格总水平
负全部责任，抓好粮食、食用油、猪肉、
蔬菜、 农资、 汽柴油等重要商品的生
产、储备和流通工作。 一旦发生突发
事件， 各级各部门将及时启动应急预
案，动用储备平抑市场物价。 大米、面
粉、 面条、 食用油由长沙市粮食局负
责，猪肉、时令蔬菜由长沙市商务局负

责；农资由长沙市供销社负责；种子、
农机由长沙市农业局负责；汽油、柴油
由长沙市商务局、 长沙市工业和信息
化委、中石油长沙销售分公司、中石化
长沙石油分公司负责。

在市场价格监测预警方面，大米、
面粉、面条、食用油、猪肉、蔬菜等居民
生活必需品价格的日监测报告制度
由长沙市物价局负责， 重点商场、超
市、农贸市场进货、销售、库存变化情
况由长沙市商务局负责；成品油、液化
气、化肥、煤炭、钢材等重要生产资料
价格变化由长沙市物价局负责， 经营
者和消费者对市场变化的反应由长
沙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市发改委、市商
务局、市供销社、市统计局负责。

本报8月11日讯（记者 刘凌 通
讯员 林湘国 蔺春文）浏阳市委、市
政府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 宣布第
十届中国（浏阳）国际花炮节将于10
月19日至21日在浏阳举行， 为海内
外嘉宾奉上一道道花炮盛宴。

本届花炮节共设 20项主题活
动，其中既有时尚、大气的大型文艺
焰火晚会， 极具震撼力的创吉尼斯
世界纪录活动， 也有汇聚世界最先
进设计工艺和燃放艺术的世界烟花
锦标赛， 同时还包括国际花炮安全
环保高峰论坛、 国际烟花协会年会
等活动。 自1991年来，浏阳已成功举

办了九届国际花炮节， 它不仅大大
提升了浏阳花炮的知名度和美誉
度， 更为世界花炮产业提供了良好
的交流合作平台，中国（浏阳 ）国际
花炮节已经成为世界花炮行业内规
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盛会。 在2011
年第二届 “中国文化品牌价值排行
榜”评选活动中，“浏阳花炮”品牌以
价值1028.17亿元，位居第七，跻身全
国前十名先进行列， 也是湖南唯一
进入前十位的文化品牌。

浏阳是全球最大烟花爆竹生产
贸易基地，目前，浏阳花炮产业集群
产销已突破100亿元大关。

本报8月11日讯（通讯员 王光华
郑春林 王慧芳 记者 杨军 ） 大通
湖天泓渔业股份有限公司近日成功
获得了由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颁发
的活水河蚬出口日本、 韩国的资格
证书。 预计今年下半年， 该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大通湖天泓水产食
品有限公司的河蚬出口量将超过
2000吨 ， 实现出口创汇100万美元

以上。
大通湖原生河蚬与日本本地出

产的河蚬外形相似，颜色相近，营养
价值高，口感好，深受日韩消费者欢
迎。 今年3月下旬，日本双日食料株
式会社、 丸八村松株式会社负责人
到大通湖渔场大湖养殖基地考察后
表示， 日本消费者非常喜欢食用河
蚬，每年进口需求都很大。

刘兆梅 王人杰 段云行

“老人家，距离这么远，您看得见
吗？ ”医师和蔼地询问。

“看得清，看得清……”老人惊喜
作答。

8月8日，记者在娄底眼科医院看
到，娄底市涟源湄江镇依岭村的81岁
村民李桂华老大爷，在这家医院治疗
白内障眼病后再来复查。

医师说：“您老人家的视力已基本
恢复，已经脱盲了。 ”李大爷高兴得脱口
而出：“像我这把年纪的贫困农民，眼睛
看不见了还能免费治好，真是只有我们
党和政府才对老百姓这么好啊！ ”

随即， 李大爷欣然接受采访，用
浓重的涟源口音向我们讲起了自己
患病和治病的经历。

用现在流行的话讲，李大爷是个
空巢老人 ，老伴也去世了 ，生活要自
理。 尤其是进入70岁以后，眼睛视力

越来越差， 近几年就双目失明了。 他
在当地看过病 ，吃过中药 ，没什么效
果 ， 听说到大医院医治要花几千块
钱，他家里很穷，就没治疗了。

今年6月， 李大爷所在村有两位失
明多年的60多岁大娘，在娄底眼科医院
免费治好了眼病，在村里传开了。 听到
这个消息，他喜出望外，于7月16日乘班
车来到娄底眼科医院求医。

当天， 医院为李大爷作了一系列
检查和诊断。 确诊他患的是双眼老年
性白内障病 ，必须摘除白内障 ，才能
恢复视力。

为了让李大爷早日重见光明，娄

底眼科医院精心制订医疗方案，确定
由本院首席眼科专家廖华主任医师
主刀，采用当今国内外最先进的白内
障医治技术———超声乳化+人工晶体
植入术为其治疗。 医院于7月22日为
李大爷实施手术治疗，手术获得圆满
成功，3天后康复出院。

“李大爷的眼病终于得到了医
治，而他的医疗费用又从何而来呢？ ”
记者问在场医务人员。

他们说 ：“李大爷的医疗费用近
3000元，通过医院申请，由财政专项资
金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解决2000
元， 不足部分由娄底眼科医院承担，

没让他老人家花一分钱。 ”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娄底市根据

国家和省里有关政策，在全省率先实
施“贫困白内障患者复明工程”，积极
申请财政专项资金，为每例贫困白内
障患者手术治疗补助800元，其余费用
通过医保、新农合、民政特补和定点医
院减免等渠道解决。

娄底市卫生局有关负责人说 ，
“贫困白内障患者复明工程”实施3年
来， 全市已有5000多名贫困白内障患
者重见光明。 由于“工程”进度加快，
今年后几个月，娄底眼科医院等定点
医院还可完成复明手术2000例以上。

本报8月11日讯（记者 张新国 通讯
员 蒋剑翔）8月5日上午， 湖南零陵恒远
发电设备有限公司彩球高悬， 鼓乐齐
鸣。 该公司研制的全国最大最先进轴伸
贯流式机组出口泰国启运仪式在这里
隆重举行，泰王国驻华大使馆商务处公
使衔参赞程瑞声先生参加了启运仪式。

此次出口创下了我省水电单机出
口创汇200多万美元的最高纪录。 目

前，公司生产的水力发电设备畅销全
国28个省市自治区，并出口菲律宾、越
南等10多个东盟国家和地区， 水电设
备出口创汇占全省同行业90％以上。

恒远发电设备有限公司前身为零
陵水电设备厂，始建于1951年，位于冷
水滩长丰工业园，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
生产水轮发电机组，为全国生产大中型
水力发电设备的10大专业厂家之一和

我省水电设备制造的龙头企业。2004年
底企业改制后，公司与清华大学、天津
电气传动研究所、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
究所等科研院所合作，迄今已开发出30
个系列290个品种， 并已具备制造单机
10万千瓦以下水轮发电机组的能力，其
自主研制的轴流式、混流式、冲击式、贯
流式水轮发电机组及其配套设备，采用
IEC国际技术标准，以结构合理、噪音

低、出力足、运行安全可靠、售后服务完
善等特点，享誉中外市场。

2010年， 公司克服严重金融危机
影响， 出口东盟机电产品627万美元，
占全市对东盟出口总额的67．5％。今年
公司市场前景更加看好，已与东盟国
家签订发电机主体设备订单近1000万
美元， 上半年销售机组20台套， 创汇
520万美元，同比增长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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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阵雨转多云 24℃～33℃
湘潭市 多云转晴 25℃～34℃

常德市 多云转晴 26℃～34℃
益阳市 多云 25℃～33℃
吉首市 多云转晴 24℃～35℃

怀化市 多云 24℃～34℃
娄底市 多云 25℃～33℃

衡阳市 阴转多云 26℃～35℃
郴州市 阵雨 26℃～34℃
岳阳市 阴转多云 26℃～32℃

株洲市 阵雨 25℃～34℃
永州市 阴转多云 25℃～33℃

长沙市 今天，阵雨转多云，明天，多云到晴
北风 ２ 级 25℃～32℃

张家界 晴转多云 24℃～35℃

本报8月11日讯（记者 邓明 白培生
通讯员 李秉钧 曾武平 颜志红）连日
来，郴州市举行个私经济发展银企融
资洽谈签约活动，郴州华鑫实业有限
公司等35家企业先后分别与11家金融
机构签下11.96亿元贷款协议。

郴州市着力加强信用体系建设，为
中小企业和项目建设融资创造良好环
境。 今年1至7月份，全市金融机构各项
贷款余额达437亿元， 比年初新增65亿

元，同比增加83％，增幅居全省第一。
近年来，郴州市为推进“两城”（湖

南最开放城市、湘粤赣省际区域中心
城市）建设，开展交通、城市基础设施、
产业项目建设三大会战 ， 选定投资
2000万元以上项目530多个，总投资达
1200多亿元。 为鼓励各类资金特别是
信贷资金参与“两城”建设， 该市出台
了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考核激励办法， 还把 “诚信郴州” 建

设作为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主
推手 ”来抓 ，推进全市社会信用体系
建设。

目前， 郴州市建立健全了企业及
个人信用档案和查询平台，全面录入
贷款人信用信息 ， 并实行信用评级
制，增强了全民“重信、守信”意识。 同
时 ，严厉打击信用欺诈 、非法集资等
违法犯罪行为，近两年共查处各类违
法信贷案件40余起， 有效优化了金融

环境，被评为全省金融安全窗口和先
进单位。 今年6月，在海南三亚举行的
第7届中国城市品牌大会上，郴州市被
评为“中国最佳金融生态创新城市”。

金融生态环境优化， 吸引各类金
融机构到郴州“安营扎寨”，促进了区
域信贷投放。 去年以来， 就有浦发银
行、 光大银行等20家金融机构相继进
驻郴州，全市金融机构存、贷款均实现
大幅增长。

郴州贷款增幅全省第一
1至7月份各项贷款余额达437亿元，同比增加83％

恒远水电设备享誉东盟
出口10多个国家和地区，占全省同行业创汇9成以上

八旬老农复明记
一位高龄贫困农民大爷患上白内障双目失明，不花一分钱，

能免费医治，重见光明，这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却变成了现实———

中方县建立刑释解教人员
三级安置帮教网络

实施一对一帮教
本报8月11日讯（通讯员 廖小叶 杨翠娥 张明）为了

提前介入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 从源头上预防和
减少重新违法犯罪，近日，怀化市中方县司法局与怀化监
狱联合开展对服刑人员实行“一对一、面对面”社会帮教
活动。 这是该县加强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中方县司法局加强社会管理创新，在深入开
展安置帮教工作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 把安置帮教工作
列入年度综合治理工作的考核内容， 通过层层签订目标
管理责任书，形成良好的安置帮教工作机制。 同时，落实
专兼职工作人员，形成横向贯通、纵向联合的县、乡、村三
级安置帮教网络。目前，该县已成立安置帮教机构24个，建
立帮教小组24个，确定一对一、面对面帮教人员718名，落
实帮教对象400人，创造了连续5年实现刑释解教人员重新
违法犯罪率为零的佳绩。

8 月 10
日，一位学生
在 长 沙 市 含
浦 镇 学 士 村
的 葡 萄 园 里
采摘葡萄。 当
天，一些学校
的 志 愿 者 来
到 长 沙 近 郊
的葡萄园，帮
助 当 地 村 民
采摘葡萄，享
受 劳 动 带 来
的乐趣。

本报记者
梁向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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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稳定物价实行责任制
各区县（市）政府对本地城内市场价格总水平负全

部责任；大米、面粉、面条、食用油和猪肉、时令蔬菜，分
别由市粮食局和市商务局负责

浏阳花炮产销突破百亿元大关
以价值逾千亿元跻身全国文化品牌前十名

大通湖河蚬吸引日韩食客
下半年可出口创汇百万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