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怀化将建大湘西
文化旅游产业园

本报9月14日讯 （记者 易禹琳 龙
文泱 肖军） 昨天下午， 在2011年中国·
怀化 “三古” 文化旅游节上， 怀化市人
民政府与省旅游局签署了共同推进中
国·怀化大湘西文化旅游产业园建设合
作备忘录， 与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签署了建设中国·怀化大湘西文化旅
游产业园合作协议， 将在10年内建成大
湘西文化旅游产业园。

据悉， 根据合作协议， 上海申华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将投资70亿元， 在距怀
化市区4公里的西南部、 水河以北建立
占地10530亩的大湘西文化旅游产业园。
产业园分为四大片区： 湘西民族文化及
少数民族文化博览片区、 世界和平及儿
童主题游乐园片区、 新城综合体片区和
湘西·中华文化体育公园片区 ， 包括中
国少数民族建筑文化旅游博览园、 中国
少数民族体验博物馆群、 世界儿童和平
公园、 国际五洲儿童村、 中国少年儿童
版本博物馆、 国学文化高尔夫球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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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晴转多云 24℃～35℃
湘潭市 晴 24℃～36℃

常德市 多云 25℃～33℃
益阳市 晴 27℃～35℃

怀化市 晴 25℃～36℃
娄底市 多云转晴 26℃～35℃

衡阳市 晴转多云 26℃～36℃
郴州市 多云 24℃～34℃
岳阳市 晴 25℃～33℃

市州新闻

株洲市 晴转多云 26℃～35℃
永州市 多云 24℃～34℃

7

张家界 多云 24℃～35℃
吉首市 晴 22℃～35℃

本版责编 喻文杰 版式编辑 周鑫 责任校对 彭扬

长沙市
今天到明天，晴到多云
南风 ２～３ 级 27℃～35℃

记者在基层

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

本报9月14日讯 （记者 吴希 黄巍
通讯员 李青松） 沅陵县把新型工业化
作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第一动力，“外
引内联 、创新引领 、高端发展 、培育集
群”，大力发展以新能源、新材料为重点
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目前，全县建成规
模企业67家，其中年产值过10亿元的有
4家。 今年1至7月，全县规模工业实现总
产值101.95亿元、 增加值42.29亿元，同
比分别增长44.37%、10.1%。

为建设新能源 、 新材料产业园 ，
近年来， 沅陵县投入资金2亿元， 先后
引进槽式太阳能热发电设备制造 、 软
质铁氧磁体、 鸿海光电产业园及研发
中心、 无极灯生产等6大项目， 投资总
额达24亿元 。 其中 ， 辰州磁电高科有
限公司今年7月投产， 其软质铁氧磁体
生产项目采用国内最先进的生产设备，
产品销往日本、 新加坡及欧美 ， 年销
售收入可达6亿元。 该县还成功引进澳

大利亚矿业投资1.8亿元， 整合官庄矿
区8家金矿， 建成了继辰州矿业后又一
大型黄金开采加工企业 ； 整合筲箕湾
镇20多家分散铅锌矿采选点 ， 铅锌采
选能力成倍提升。

同时，沅陵县鼓励 、引导企业与科
研院所、高等院校联姻，引进先进实用
技术改造传统工艺，发展循环、低碳经
济。 菩恩矿业有限公司与清华大学合
作，对年产1000吨五氧化二钒项目工业

废水进行循环利用，实现零排放。 五强
溪特种纸业有限公司利用新技术，进行
废水回流余热利用，每年节煤4000吨左
右。 碣滩茶业与湖南农大对接，利用农
业开发新技术，发展有机绿茶。

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 ， 为沅陵实
现 “后发赶超 ” 提供了强大动力 。 今
年上半年 ， 全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54.06亿元， 完成财政总收入4.97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12.7%、 27%。

本报记者 邓明 白培生
通讯员 李秉钧 谢平芝

商品琳琅满目 ， 客 人 摩
肩 接 踵 ……9月10日 ， 是资兴
市州门司镇的圩日， 记者来到
该镇去年建的综合农贸市场 ，
市场内繁华热闹的景象让人眼
前一亮。

“以前这里是破旧的土坯
房，拥挤不堪，污水横流。 现在
通过一期改造， 土坯房变成了
小洋楼 、 大市场 。” 州门司镇
镇长胡永忠边说边用手比划
着。

其实， 州门司镇原来有一
个农贸市场， 但以路为市， 场
地狭窄， 影响交通。 为改变这
种状况 ， 该镇结合新农村建
设， 在州门司村新建综合农贸
市场。 2008年底， 镇里统一规
划， 多方筹资1800万元， 启动
了占地60多亩的土坯房改造工
程 ， 一期完成 68户土坯房拆
迁， 建成了80多套新楼房、 60
多个门店和一个拥有360个摊
位的综合农贸市场。 去年9月，

一期工程完工。 目前， 又在谋
划二期改造工程， 争取让更多
村民住上新房。

土坯房一改， 既改善了村
民居住条件， 又为村民增收提
供了新平台。 如今， 有80多户
村民依托市场做起了生意。

“走， 我带你们逛一逛 。”
在州门司村委会主任黄己茂带
领下， 记者走进位于农贸市场
出入口处的宗申餐馆， 只见店
里几张餐桌已坐满人， 生意火
得很。

“村长来了， 坐坐坐！” 宗
申餐馆老板郭丛林热情招呼。

“老板， 生意不错嘛！” 记
者感叹道。

“嘿嘿 ， 托政府的福 ， 才
有现在的好日子 。” 郭丛林介
绍， 土坯房改造后， 他家不但
住上了120平方米的新房， 还盘
下这间30多平方米的门店， 办
了一家小餐馆， 一天有好几百
元收入。

本报记者 王璐

我是一名从事医疗卫生报
道的记者 。 8月16日 ， 我刚到
隆回县羊古坳乡挂职锻炼没几
天， 便来到了羊古坳乡卫生院
调研。

当天恰逢乡里参合农民健
康体检第一天， 卫生院里人头
攒动。 一位30岁出头的男医生
正坐在大厅的登记处， 为每一
名前来体检的村民进行填表登
记、保健指导。 乡宣传委员告诉
我，这就是卫生院院长刘真正。
刘真正说， 参合农民健康体检
为期两个月， 每天卫生院除了
进行常规疾病治疗外， 还要额
外承担起几百名村民的健康体
检工作，由于人手不够，他们早
已没有职位之分，只要有需要，
每位医护人员都是“护士”、“医
生”甚至“服务员”。

到今年6月20日 ， 我省全
面实现了基本药物制度在所有
县市区政府举办的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全覆盖的目标 。 改
革后 ， 卫生院开始从营利
性机构向公共卫生服务平

台 “转型”。
刘真正告诉我， 现在卫生

院的工作量越来越大， 人手也
感到越来越紧张。 有的乡镇卫
生院严重缺编， 医学院校毕业
生不愿来， 骨干医务人员这些
年也走了不少 。 因为人手紧
张， 目前， 应付一般的看病开
药还可以， 但主动下基层开展
公共卫生服务就有点困难了。

通过这一次调研， 我深刻
感受到 ， 卫生院 “转型 ” 后 ，
一系列矛盾特别是基层卫生人
才队伍的矛盾也随之凸显出
来。 乡镇卫生院、 卫生室是最
基层 、 最贴近百姓的医疗机
构 ， 基础医疗 、 疾病预防 、
妇幼保健的工作既重要又繁
琐。 要加快基层卫生人才队伍
建设， 通过引进和培养逐步解
决基层卫生机构人才缺乏的问
题， 切实提高整体医疗和预防
保健技术水平。 只有这样， 才
能更好地解决老百姓的 “看病
难”、“看病贵”。

株洲两人获
“茅以升铁道工程师奖”

本报9月14日讯 （记者 李文峰 通
讯员 朱剑飞 颜常青） 今天，“中国电力
机车摇篮”株洲“双喜临门”：在茅以升科
技教育基金会最近公布的 “2010年度茅
以升铁道工程师奖”红榜上，中国南车首
席技术专家、 南车株洲电机有限公司副
总工程师成熹 ，中国南车株洲电力机
车有限公司主任设计师 、技术中心机
车开发部研发经理李希宁， 双双名列其
中。

“茅以升铁道工程师奖”是为缅怀我
国享誉中外的著名科学家茅以升先生对
铁路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 奖励为铁路
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生产一线青年科技
工作者而设立的全国性行业大奖 。 自
2002年设立至今，株洲已先后有彭奇彪、
索建国、陈喜红、成熹、李希宁等科技工
作者获此大奖。

本报记者 朱章安
通讯员 方富贵 胡敏 黄珊

9月3日， 常宁市蓬塘乡会议室座
无虚席， 该乡2011年民情汇报会在这
里举行。 乡干部上台汇报自己包村工
作情况， 乡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村
民代表坐在台下评议。

“渣洲村低保户49人， 最困难的
是王家组老党员王继国， 在抗旱放水
中不幸被电线杆打伤了颈椎， 使原本
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 。 经过发动捐
款， 基本解决了王继国的医疗费， 现
在他已康复出院……” 乡计生专干谭
长清首先上台汇报。

“在大家帮助下， 团结村许家岭
组特困户褚书运度过了难关……” 乡
计生服务所干部黄文峰的汇报， 赢得
全场阵阵掌声。 原来， 褚书运全家5

人 ， 只有一个劳动力 ， 其妻是精神
病 ， 长期卧床不起 ， 其母又是聋哑
人， 还有一个不到3个月的小孩， 全
家缺衣短食。 黄文峰在走访中， 把褚
家情况写进 “民情台账”， 帮助褚家
解决低保， 还发动群众捐款捐物， 使
褚家走出了困境。

乡劳动服务站站长曹仲南上台汇
报刚说完， 天江村村民廖五龙走上去
向他深深鞠了一躬， 给全场一个意外
惊喜。 一年前， 廖五龙家还是天江村
出了名的贫困户， 他常年患病， 又有
年幼小孩， 全家只靠其妻打理几亩田
维持生计。 为帮助廖家脱贫致富， 曹
仲南到当地信用社为廖五龙担保贷款
5000元， 购买几头种猪， 扶持他发展
养殖业 ， 还进城为他跑技术 、 跑销
路。 如今， 廖家年出栏生猪20头， 生
活水平节节高。

乡干部们一个接一个上台汇报。
乡计生服务所所长彭小荣多次未能挤
上前， 落得最后汇报。 但他的汇报引
起全场强烈震撼。 他所包的五塘村水
源缺乏， 一遇干旱， 全村受灾。 为解
决这个难题， 他争取相关部门项目扶
持， 发动干部群众投工投劳， 短短一
年， 村里新建水塘46口， 水面280余
亩。 今年特大旱灾中， 全村不见灾，
水稻面积较去年增加了180余亩， 现
在晚稻丰收在望。

听取汇报后，经民主评议，曹仲南
等4位乡干部被评为优秀包村干部。乡
党委书记罗德盛告诉记者， 从去年开
始， 该乡每年举行两次驻村干部民情
汇报会， 当场评议， 当场宣布评议结
果。民情汇报会促进了干部作风转变。
今年1至8月， 全乡驻村干部共为民办
实事116件，帮助困难群众160余户。

土坯房变身大市场

挂职记者手记

乡卫生院“转型”

沅陵：新型工业助力“后发赶超”
1至7月工业产值过100亿元， 同比增长44.37%

当场评议的民情汇报会

9月14日， 几位市民在益阳市街头鲜花环绕的农运会吉祥物———“竹娃阳阳” 雕塑前留影。 随着省第五届农运会的
临近， 40万盆鲜花扮靓益阳的大街小巷。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氵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