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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31日讯（记者 陶海音）
公路服务区和加油站必须有公用电
话、司机休息室、汽车维修间、公共厕
所等设施，这还只是最基本的达标标
准，从现在起，我省公路服务区和加
油站都要评级定星，让公路用户以最
小的成本，便捷、舒适地使用公路设
施。记者今天从我省全面提高公路服
务水平创建星级服务区（站）会议上
获悉，我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制定了
星级服务区（站）评定的系列标准，全
省建成运行的39对高速公路服务区，
10对停车区和2699座普通干线公路
加油站都将参与星级评定。评定结果
实行动态管理，一年一评定。

到2010年底，我省公路通车总里
程达227998公里，其中高速公路通车
里程2386公里，国省干线公路通车里
程5万多公里 。 但我省公路服务区
（站）普遍存在“硬件不硬、软件偏软”
的问题， 不能适应老百姓出行的需
求。

高速公路方面，省交通运输厅已
出台《湖南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布局规
划》。 这个规划将服务区的功能定位
为基本功能和拓展功能，基本功能包
括服务于人的如厕、 休息、 餐饮、购
物、住宿、物流信息平台等功能，服务
于车的停车 、加油 、加水 、汽修等功

能；拓展功能包括旅游接待、娱乐休
闲、应急救援、通讯保障等功能。规划
还将服务区划分为ABC三类，明确A
类服务区占地180-280亩， 建筑面积
10800平方米，满足基本功能，提供拓
展功能 ；B类服务区占地80-180亩 ，
建筑面积9200平方米 ， 满足基本功
能， 提供简单拓展功能；C类服务区
占地小于80亩 ， 建筑面积7450平方
米，满足部分基本功能。据了解，全省
14个市州中心城市附近都规划设置
了A类服务区，31个高速公路出省通
道在省界规划设置了10对A类服务
区，到“十二五”末全省通车的7298公
里高速公路将设立150对服务区 ，其
中A类、C类各30对，B类90对。

普通公路方面，在中石化 、中石
油星级加油站企业标准的基础上，省
交通运输厅提出了普通干线公路星
级加油（服务）站标准，按五星、四星、
三星、达标4个等次进行评定。基本的
功能标准为必须具备公用电话、司机
休息室、汽车维修间、药箱和针线包、
公共厕所等设施，同时加油（服务）站
构筑物与公路用地外缘的距离符合
国家规定。达到基本功能标准的加油
（服务）站，评定为达标。 在满足基本
功能标准的基础上，按拓展服务功能
分别评定为三星、四星、五星等次。

本报10月31日讯 （记者 邹靖方 通讯员
陈凡军）今天，记者从湖南移动获悉 ，中国移
动宣布自2011年11月1日开始推出国际/港澳
台漫游数据流量日套餐 （以下简称 “日套
餐”）。 本次推出的日套餐包括香港、澳门、台
湾、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韩国共7个国家
和地区， 服务对象主要是经常使用手机上网
的国际及港澳台漫游客户。 开通日套餐后，客
户在上述7个国家和地区漫游时，每天只需支
付固定费用， 就可以在特定运营商网络上无
限量使用漫游数据流量。

据悉， 开通日套餐后漫游至香港地区的每

日费用为88元人民币/日，漫游至澳门、台湾、新
加坡、马来西亚、泰国、韩国的每日费用为98元
人民币/日。 日套餐开通后，如果当天不产生漫
游数据流量则不收取当天的日套餐费用。 如果
客户一天内在多个国家或地区的特定运营商
网络上产生了漫游数据流量， 则分别按照这多
个国家或地区日套餐费用收取。

为了方便客户办理， 中国移动为客户提
供了通过短信（10086）、10086热线以及营业厅
等查询与办理方式， 客户发送短信代码“KT鄄
GJGPRS1”到10086即可方便地办理日套餐资
费方案。

本报10月31日讯 （通讯员 彭展 记者
王晴） 10月28日， 记者从中石化巴陵石化公
司获悉， 至当天， 该公司下属的烯烃事业部
今年累计生产柴油近30万吨， 其中， 10月柴
油产销量为3.9万吨， 较正常月份增产4000吨
左右。

该公司烯烃事业部负责人介绍，目前，巴

陵石化炼油装置为满负荷生产， 每天加工原
油量5000吨，日产优质柴油1700吨全部出厂供
应区域市场。 该事业部指定专人全程紧盯柴
油保供，优化出厂环节，实现快速供应市场。

9月以来，受季节性消费旺盛等多种因素
影响，国内柴油消费迅速转旺，资源供应紧张
的形势日趋严峻。

全面提高公路服务水平

湖南给公路服务区和加油站评级定星
已建成运行的39对高速公路服务区、10对停

车区和2699座普通干线公路加油站都将参评
有公用电话、司机休息室、汽车维修间、公共

厕所等只是达标标准

本报10月31日讯（记者 唐爱平）
记者从日前举办的首届陶瓷品牌连
锁专卖高峰论坛上获悉，顺应陶瓷品
牌化经营的大趋势，红官窑将加紧布
局国内市场，今年将在全国发展50家
加盟商。

首届陶瓷品牌连锁专卖高峰论
坛，由中国陶瓷工业协会主办，湖南省
陶瓷行业协会与湖南醴陵红官窑瓷业
有限公司联合承办。来自全国陶瓷界、
文艺界、艺术界的百余嘉宾出席，10多
名专家学者作专题讨论。 中国陶瓷艺

术大师李人中深情回忆了他1974年参
与毛瓷设计、烧制的许多细节。

论坛上，湖南醴陵红官窑瓷业有
限公司董事长许君奇阐述了红官窑
的品牌战略。作为布局国内市场的第
一步， 红官窑将大力发展加盟商，计
划3至5年内在全国开出300家连锁
店，将红官窑打造成为中国高端日用
瓷、艺术瓷的一个旗帜性品牌。

来自红官窑的数位陶瓷大师现
场表演手绘釉下五彩瓷，引起与会者
的极大兴趣。

首届陶瓷品牌高峰论坛在长举行
醴陵红官窑年内发展50家加盟商

本报10月31日讯（通讯员 袁武
华 记者 柳德新）今年以来，农发行
湖南省分行加大水利建设贷款投入
力度， 加强水利建设贷款项目储备。
截至9月30日， 该行水利建设贷款余
额达73.28亿元， 其中今年新增水利
建设贷款46.2亿元，同比增长55.03%。

今年以来，农发行湖南省分行抓住
国家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重大机遇，切
实履行农业政策性支农职能，把支持湖
南水利建设作为全省农发行信贷支持
的主攻方向。 该行行长吴晓轮介绍，按
照“调查优先、审查优先、计划优先”的
原则，该行今年围绕农田水利、防洪抗
旱体系、农村饮水安全、水资源配置工
程、水土保持、水生态保护等5个方面予
以重点支持。如，发放贷款4.9亿元，重点

支持常德市马加吉隔堤综合整治工程；
发放贷款4亿元， 重点支持湘潭市昭山
示范区水利综合治理项目等。

据悉，该行已累计支持水利项目
41个，其中，支持6座病险水库除险加
固，增加蓄水1430万立方米 ；支持农
村饮水安全项目建设，解决30万户农
民的安全饮水问题； 支持防渗渠道、
河道治理共计199公里， 增加或改善
灌溉面积6.02万亩。这些贷款项目,有
力地改善了我省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为实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和湖南经
济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

目前，全省农发行系统已经储备
水利项目33个，贷款需求达180亿元。
预计“十二五”期间，该行将投放300
亿元信贷资金支持湖南水利建设。

加快贷款投放 加强项目储备
农发行大手笔支持水利

移动推出漫游数据流量日套餐

巴陵石化满负荷生产柴油保市场供应

本报记者 王文隆 周静 朱章安

江面波光粼粼 ， 水边沃土连
绵。 黄豆、 青菜、 葡萄、 柑橘、 水
稻……金秋丰收的美景透过车窗不
绝而来。 10月30日上午， 我们一路
紧贴湘江而行， 从衡南县城出发约
一个小时后， 到达该县松江镇潇湘
村———一个近年声名鹊起的江畔
“水果村”。

其实， 潇湘村许多年前就以出
产水果而小有名气。 远近的人们都
知道， 这个村种植水果历史悠久 ，
比如柑橘、 柚子、 梨子之类。

年年果飘香， 如今香不同。
走在潇湘村，举目都是果树：巨

峰葡萄、砂糖橘、红肉蜜柚、纽荷尔
脐橙， 成片成片的。 最好看的是橘
林， 绿油油的枝头上挂满了或青或
黄的果实，透着光亮，散发清香。

村民张守忠在自家果林里拨弄
着树枝， 枝头的砂糖橘在他胸前跳
来跳去， 惹得采访团的记者们纷纷
跑过去看。 “这些树枝上结的果太
多了， 我把它们和粗一点的树枝扎
到一起。” 老张说， 果子都快垂到
地上了， 再不扎起来， 树枝会断了
去。 我们问他： “种果树比种田划
得来些吧？” “划得来多啦！” 他声
音有些激动。 “搭帮村上带动种果
树， 去年我家里还起了一栋3层楼
房， 花了20多万呢！” 他告诉记者，
家里6口人 ， 原来主要靠种水稻 ，
一年收入几千块钱 。 4年前改种水
果， 现在人均年收入达到了2万元。
他家不但把水稻田、 荒土用上， 还
租了别人家20多亩地， 总共种了50
亩纽荷尔脐橙 、 砂糖橘和巨峰葡
萄。 “全家劳力不够 ， 还请了5个
外地人帮忙。”

今年40岁的张威2008年左右开
始种果树 ， 规模却更大 ， 达到了
170多亩 。 “我之前在东莞厚街打
工 ， 1200元一月的工资干了 6年 ，
根本挣不到钱。 现在种果树一年挣
30多万不成问题 ！” 他做梦都没想
到， 3年之间自己就翻身致富 ， 还
建起了40多万元的新房。

潇湘村紧挨湘江边， 昼夜温差
大， 土壤条件优越， 种植水果可谓
得天独厚。 但以前村民没想过靠果
树致富。 因为水果品种差， 产量不
高， 卖不出好价钱， 种果树的人越
来越少， 果树也越来越少。

近些年， 村民中开始有能人对
果树进行改良。 2008年， 村支书张
坤、 种植大户张春桃、 吴健生等人
发起， 组织村民成立了衡南县 “湘
健” 有机果卉禽畜渔业产销专业合
作社， 淘汰老树种， 引进了纽荷尔
脐橙、 水晶梨、 椪柑 、 巨峰葡萄 、

红肉蜜柚等优良品种。 他们聘请专
家进行技术指导， 并建起有机肥生
产基地， 施的是有机肥， 打的是生
物农药。 如今， 合作社已发展种植
户428户， 养殖户300多户， 水果种
植面积达5800亩。

短短几年， 大家变富了， 新楼
房拔地而起替代旧砖房。 村民不再
出门打工， 相反雇工帮忙。 一切都
变了， 变在水果品种 “升级 ”、 生
产方式 “升级” 之后： 村民有胆量
扩大种植规模了， 拥有的果林成片
地增加 ， 因为合作社统一技术指

导、 统一销售， 自己零风险， 利润
也大大提高。 原来的柑橘品种卖几
毛钱一斤， 现在的红肉蜜柚批发价
7块钱一斤、 巨峰葡萄5块钱一斤 ，
还供不应求。 “今年的红肉蜜柚采
摘才一个星期的时间， 就被南华大
学、 水口山矿务局订购一空。 根本
就不存在外销了 ！” 合作社负责人
开心地说。

村支书张坤劲头很足 ， 今年 ，
他还把自己的一台小车卖了6万多
块钱投入到果树种植。 “我们打算
把剩下的一些老品种果树全部嫁接

其他优良品种， 让一棵树上能结几
种优良水果 ！” 他表示 ， 技术正在
摸索中 ， 成功应该不成问题 。 同
时 ， 他们所计划的目标 ， 要在4年
内使合作社会员达到1000户， 果木
基地面积达到10000亩以上 ， 总产
值达到3000万元。

热情的村民用红肉蜜柚招待我
们———馕肉呈诱人的紫红色， 记者
连吃几瓣， 感觉水分足 、 味道甜 。
脚下潇湘村这片湘江浸润的热土 ，
似乎也如同蜜柚的红肉， 滋润而又
肥实。

新华网 张立红： “水果之乡”
潇湘村的红肉蜜柚好吃极了， 带几
个上路啰 ！ 其实留下当果农也不
错， 既有水果吃， 又可以赚钱盖小
洋楼哦！

腾讯 刘倩文 ： #这里是湖南
##探访湘江边最美村庄#衡南县潇
湘村村支书张坤如今雇了8位川籍
工人帮忙照顾田地， 工人包吃包住
带保险， 一人一万一年。 夫妻一同
前来， 小家庭年收入可达两万。

华声在线 沈田 ： 这里的柚子
太甜了！ 这是记者们来到衡南县潇
湘村水果之乡的共同感叹。 放眼望
去， 遍野的柑橘挂满枝头， 村支书

热情地给我介绍村里近几年的变
化， 令人欣喜。 唇齿留香的水果，
令我们回味无穷！

中国日报网 张红梅 ： 衡南潇
湘 村 ———
“ 水 果 之
乡 ” ， 第一
次 吃 上 红
馕 柚 子 ，
很大很甜 ，
漫 山 遍 野
的 橘 子 树
上 挂 着 黄
的 绿 的 果
实 ， 让 人

流连忘返 。 村支书看上去十分憨
厚， 但很有魄力， 卖掉车子作资本
的举动， 也不是谁都做得出的！

实习记者 荆彩 整理

果香四溢潇湘村

■微言小议

衡南县松江镇潇湘村， 诱人的柑橘让采访团的记者们兴奋不已。 本报记者 赵持 摄

本报10月31日讯 （周怀立 李
永亮） 株洲市政府新闻办近日公布，
省职业技能竞赛将于11月4日在该市
职教大学城举行 。 届时 ，
来自全省各地的500余名技
能高手将同台竞技 ， 展示
其高超的职业技能。

这 次 竞 赛 为 期 两 天 ，
设工具钳工 、 焊工 、 维修
电工、 秘书等7个职业， 每
个职业分职工组 、 院校教
师组 、 高技高职学生组 、
中技中职学生组4个组别 ，

从事相关职业的企事业单位职工和
社会从业人员、 各类院校教师和在
校学生， 均可报名参赛。

全省技能高手11月株洲比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