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11年11月2日 星期三
本版责编 喻文杰 版式编辑 周双 责任校对 彭扬

市州新闻

邵阳市 多云 16℃～23℃
湘潭市 多云转晴 16℃～25℃

张家界 阴转多云 15℃～20℃
吉首市 多云转阴 15℃～22℃
岳阳市 多云 17℃～24℃

常德市 多云 16℃～23℃
益阳市 多云转阴 17℃～24℃

怀化市 多云 15℃～24℃
娄底市 多云 16℃～24℃

衡阳市 多云 16℃～25℃
郴州市 多云 15℃～25℃

株洲市 多云 15℃～26℃
永州市 多云 17℃～23℃

5
长沙市
今天到明天，多云
北风 ２ 级 17℃～25℃

本报11月1日讯（记者 朱章安 通
讯员 辛文 李英姿） 衡阳市围绕推进
新型工业化调整产业结构， 转变经济
增长方式，不断提升经济增长质量，财
政收入持续保持快速增长， 今年1至9
月， 全市财政总收入累计完成100.13
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加31.81亿元，增
长46.57%，增幅居全省第一位。

近年来， 衡阳市在推进 “四化两
型”战略中，坚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
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新
型工业化道路。 该市抓住沿海产业转
移的契机， 大力引进电子信息、 新能
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随着富
士康、欧姆龙等13家世界500强及16家
央企进驻衡阳， 优化了全市的产业结

构，目前，全市形成了电子信息、矿产
开发、盐卤加工、装备制造、新型能源
等产业集群， 成为引领新型工业化的
生力军。

衡阳市依靠先进科技改造传统产
业，加快传统产业升级换代。湖南天雁
公司是一家老企业，近几年来，该公司
投入1亿多元进行技术改造，建成全市

唯一一个 “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新
产品产值率达到60%以上， 公司研制
的“江雁”牌涡轮增压器技术性能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 结束了我国依赖进口
的历史， 成为我国汽车涡轮最大的生
产基地。今年1至9月，全市重点税源企
业税收比去年同期增长36.49%， 工业
对经济的贡献率达57.6%。

本报11月1日讯（记者 徐亚平 通
讯员 易和平 梁军）10月30日晚，湘阴
县诚信企业首场义演在县左宗棠广场
浓情推出，该县食品企业维拉蛋糕将3
万元食品当场捐赠给当地敬老院老
人。

该县大力推行以“爱孝诚仁”为内
容的公民道德建设， 共评选出各类道
德“明星”100余人，参与道德建设的志

愿者达3万人。 县委书记田自力称，良
好道德环境为县域经济加快发展提供
了有力支撑。

为把公民道德建设落到实处，近
年来，该县组织实施了以社会公德、职
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为主要内
容的“四德工程”，并开展了一年一度
的各类道德“明星”评选活动。 他们在
社会公德中以“爱”为核心，实施“爱德

工程 ”；在家庭美德中以 “孝 ”为切入
点，实施“孝德工程”；在职业道德中以
“诚”为重点，实施“诚德工程”；在个人
品德中以 “仁 ”为目标 ，实施 “仁德工
程”；县关工委还组织实施了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心灵工程”。目前，全县组织
成立了各级道德评议会、 青年敬老协
会、各种志愿者协会、农村社区青年志
愿者组织200个， 直接吸纳道德建设志

愿者近3万人。
一系列公民道德建设活动的开

展， 促使该县广大干部群众的文明素
质迅速提升， 职能部门的服务意识进
一步增强。县政务服务中心推出“一站
式办公 ， 一个窗口收费 ， 一条龙服
务”。 去年11月落户该县的湖南百信
钢构公司各项手续办理仅用了40天，
今年10月开始投产。

本报11月1日讯 （记者 蒋剑平
冒蕞 通讯员 申湘东 刘建成 ）今
天，邵东县举行座谈会，纪念民主革
命家、教育家匡互生诞辰120周年。

会上，邵东县委县政府、上海立
达中学、湖南第一师范、匡互生先生
亲属等方面的代表作了发言。

匡互生 ， 1891年11月1日出生
于湖南邵阳东乡长沙村 （今邵东县
廉桥乡丰足村 ）。 1919年 ， 作为爱

国学生运动领袖参加 “五四 ” 运
动， 率先冲进赵家楼， 火烧曹汝霖
住宅， 严惩国贼。 1920年任湖南第
一师范教务主任， 期间与毛泽东、
何叔衡一起参加湖南“驱张（敬尧）
运动”，并参加毛泽东创办的“新民
学会”。1925年在上海创办立达中学
（后改名立达学园），并创建“立达学
会”，探求“生产教育”、“感化教育”，
成绩卓著。

本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匡自其 谢文 颜永江

10月20日上午， 麻阳公安局远
赴广东的“清网行动”追逃小组在押
解嫌疑逃犯滕某返回途中， 不幸发
生车祸， 犯罪嫌疑人滕某有机会逃
跑， 可昏迷的民警却用自己的敬业
精神唤醒了滕某的良知， 让滕某选
择了拨打“110”，等待救援民警的到
来。

民警千里追逃
自公安部部署 “清网行动 ”以

来， 麻阳公安局集中优势警力追捕
逃犯。 10月13日，该局刑侦大队通过
缜密侦查， 发现2004年因故意伤害
致人死亡的命案嫌疑逃犯滕某在广
东番禺的活动踪迹。

该局即派刑侦大队长薛祖红 ，
侦察员滕笑、 滕建春及协警陈文组
成抓捕小组 ， 于15日上午抵达广
州。

嫌犯番禺落网
10月18日，在广东警方的大力协

助下，抓捕小组得知滕某和妻子一道
曾经在番禺一家花场打工。抓捕小组
顺着这条线索进一步排查，找到了滕
某在番禺石基镇凌边村的一个落脚
点。 可当抓捕小组民警到达时，得知
滕某夫妇3天前已离开花场， 前往另
一建筑工地打工。 10月19日下午，抓
捕小组找到该工地，将滕某抓获。

抓捕小组星夜兼程赶回麻阳 。
组长薛祖红因另有嫌疑逃犯线索待
查，决定仍留广东排查新的线索。由
民警滕建春、 滕笑及协警陈文一道
押解嫌犯连夜返湘，

昏迷中仍死死抓住嫌犯
19日晚8时40分，抓捕小组从广

州化龙镇出发。为防意外，民警滕建
春、 滕笑始终将嫌犯滕某夹在后座
中间。

20日早晨，押解车行驶到怀化境

内。 开往麻阳的公路弯道崎岖，又下
起了大雨， 能见度极低。 9时20分左
右，当车行驶在凉亭坳地段一弯道处
时，迎面驶来一辆大货车占道行驶将
警方的押解车挤向了路边。押解车连
忙急刹减速。 就在这一瞬间，弯道处
又迎面驶来一辆准备超车的商务车。
当加速行驶的商务车发现押解车时，
猛向右打方向盘，重重地撞在大货车
后面，然后反弹撞向押解车。 押解车
被撞下了山脚， 司机陈文当即昏迷，
民警滕笑右肋骨骨折并昏迷，滕建春
头部受猛烈撞击昏迷。

嫌犯滕某由于有民警的身体遮
挡，车祸过后不到一分钟便清醒过来，
见其他3人仍在昏迷状态，便想趁机脱
逃。 他挣扎着想拉开车门时感受到两
股强大的拉力———昏迷的民警仍死
死地抓住他的双手。看到眼前这一幕，
滕某开始了激烈的思想斗争，“逃还是
不逃？ ”他挣脱了民警的“双手”，可是
他没有选择逃跑， 而是从昏迷民警的
腰间取出手机拨打了“110”。

邵东纪念匡互生诞辰120周年

本报11月1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甘治国 吴拥民）今天9时30
分， 岳阳县城上空首次响起防空警
报，城关地区14所中小学、幼儿园的
1.8万名学生， 在老师的指导下，纷
纷有序跑到学校操场开展紧急疏散
演练，共3万余名社区干部和居民参
与演练和宣传。

从10月24日起， 该县就通过文

件、电视、网络、手机报等多种媒体，
发布公告， 告知广大市民防空警报
试鸣时间、 鸣放信号和有关要求等
事项， 同时在重要路段张贴警报试
鸣公告和宣传海报， 向城区学生发
送警报试鸣告知单2万余份，县人防
办专门制作9套防空防灾知识宣传
图板，到各社区进行宣传巡展，有力
保障了警报试鸣的顺利进行。

岳阳县学生演练紧急疏散

本报11月1日讯 （记者 周怀立
通讯员 刘亚南 张书乐 凌皎）“工作
没有做好，实在对不起，保证明年取
得好成绩。 ”此时，台下静悄悄的，台
上醴陵市建设局负责人表态的声音
格外清晰。这是10月27日醴陵市人口
计生综治工作群众评议会上的情景。

醴陵市人口计生工作群众评议
机制，是从2009年开始尝试建立的。
为使评议公开公平， 该市制订了科
学详细的评议实施方案。方案规定，

评议对象为市直15个部门， 评议代
表由基层干部、计生家庭成员、计生
协会会员等组成。 评议内容为单位
履行计生职责情况、 惠民政策落实
情况、 优质服务开展情况等。 评议
时， 所有代表现场打分。 按得分排
序，前3名授予“群众评议满意单位”
称号，给予奖励；得分最后一名的，
其主要负责人上台表态， 并由市人
口计生领导小组对其进行诫勉谈
话。 评议结果计入年终考核。

醴陵让群众评议计生工作

柑橘市场来了“小红帽”

郑建邦心系家乡教育
累计奖励优秀学子180人次

本报11月1日讯 （记者 周勇军 李
寒露 通讯员 贺新初 李飞） 日前，抗
日名将郑洞国将军之长孙、民革中央副
主席、全国政协常委郑建邦先生回到家
乡石门县，先后向该县磨市镇南岳寺村
“洞国学校” 捐赠爱心助学款20万元以
及向石门县一中5名老师及40名品学兼
优的同学发放奖金5万元。 这已是郑建
邦先生第四次为家乡教育奉献爱心。

70多年前， 郑洞国将军作为最早
参加抗日战争的国民党将领之一。 辽
沈战役时，郑洞国率部投诚。郑洞国将
军生前非常关心家乡教育，1946年至
1949年还担任了湖南私立九澧中学
（现石门一中）校长。为实现祖父夙愿，
郑建邦先生于2008年4月率先捐资20
万元发起成立了湖南郑洞国教育基金
会，以民革湖南省委为依托，集社会各
界爱心人士之力， 开展 “爱心助教助
学”活动，对教学成果显著的教师、家
庭贫困和品学兼优的学生进行扶助和
奖励。截至目前，郑洞国教育基金会已
发放了四届奖学金，奖励优秀学生180
人次，颁发奖金15万元。

泉州商会为
失地农民创收千万

本报11月1日讯（记者 陈永刚 通
讯员 彭月辉）长沙市规模最大的石材
专业市场———双扬石材大市场近日开
业。 该市场由长沙市泉州商会发起成
立， 预计将为芙蓉区西龙苑安置小区
的失地农民每年带来1000多万元的收
入。 老同志周时昌等出席开业典礼。

之前， 西龙苑安置小区绝大部分门
店处于关门状态，失地农民创收无路、致
富无门。 泉州商会会员企业湖南泉鑫置
业有限公司和西龙村村支两委多次协
商，并得到居民的支持，将小区门面全部
统租。目前市场内门面经营面积达4万多
平方米， 石材仓储物流配套5万多平方
米，来自福建、山东、广东、辽宁、内蒙古
等10多个省区的400多家商户入驻，可为
当地百姓每年增加1000多万元的收入，
同时还提供了100多个就业岗位。

新型工业化提升经济增长质量

衡阳财政总收入增幅全省第一

以良好的道德环境促经济发展

湘阴3万志愿者共铸“四德工程”

本报记者 周勇军 李寒露
通讯员 方菲 喻思颖

“看， 今天我们这里来了好多
‘小红帽’。 现在的年轻伢儿搞起事
来还蛮不错呢。”11月1日，记者刚走
进石门县皂市柑橘大市场， 就听到
当地橘农和不少外地橘商的一片议
论声。

时至深秋， 橘乡石
门到处是丰收的景象 。
位于石门柑橘主产区中
心的皂市柑橘大市场 ，
吸引了来自黑龙江 、新
疆、广西等地的橘商，他
们纷纷在此购销柑橘销
往外地。 由于现在正处
农忙旺季，柑橘采摘、中
晚稻收割都需要大量的

劳动力， 导致了部分柑橘市场的不
少销售大户出现了“用工荒”。

了解到这一状况后， 皂市镇团
委立即组织起本镇的10多名青年干
部和大学生村官， 将一支义务帮工
小分队开进了皂市柑橘大市场。 他
们头戴小红帽， 深入到每一个有需
求的销售点，开展义务帮工活动。

车祸瞬间未受伤的嫌犯没逃跑
民警敬业精神唤醒良知

11月 1日 ，
技术人员 （右 ）
在 指 导 农 户 调
试 频 振 式 太 阳
能诱蛾杀虫灯 。
今年 ，汉寿县农
业 综 合 开 发 办
在 洋 淘 湖 镇 胜
利 高 标 准 农 田
建设示范区 ，安
装 频 振 式 太 阳
能 诱 蛾 杀 虫 灯
80多盏。

林宏 李进 摄

本报11月1日讯（通讯员 王玖华
林仙果 邹剑 周璐）10月31日， 笔者
走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化示范基
地———湖南黑猪原种扩繁场时 ，只
见乳猪、小猪、中猪、大猪、母猪、繁
育、怀孕、产仔等19栋猪舍，整齐地排
列在娄底市娄星区小碧乡的一座山
坡上。一条条尾巴短小的黑猪扭动着
屁股，惹人发笑。今年，该场已出售种
猪1000多头，出栏黑猪10000多头，净
赚2000多万元，成为全乡支柱产业。

位于娄星区北郊的小碧乡是个
典型的城郊型农业乡镇。近年来，该
乡立足本地优势， 发展黑猪规模养

殖， 于2005年成功引进天源高科黑
猪养殖公司，先后投资8000万元，在
十字村、高坪村等建成4个黑猪养殖
小区， 推动黑猪养殖由散养向规模
化发展。 该乡成立党政一把手挂帅
的领导班子， 并组建黑猪技术推广
小组，各村配备专职技术人员，开展
良种繁育、产品推广、质量检测、安
全监管、网络营销、技术培训等一条
龙服务，累计培训4000多人次。

在发展黑猪养殖过程中，小碧乡
注重废物利用，修建沼气池237个，采
取“猪—沼—稻”生产模式，既减少了
猪粪直接排放，又提高了作物产量。

小碧乡养黑猪今年已赚2000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