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1月2日讯 （记者 朱永华）
作为党的理论政策宣传队 、 “播种
机”，省委讲师团在“走基层、转作风、
改文风 ”活动中 ，积极行动 、扎实工
作，充当活动的先锋。

根据省委宣传部的统一部署和
要求，省委讲师团将“走、转、改”活动
作为群众路线教育活动的延伸和深
化，周密制定实施方案、集中召开动
员大会、认真组织主题讨论。 今年以
来，全省讲师团深入扎实地开展了一

系列主题活动。 讲师团围绕“建党90
周年”、“十二五规划”等重大专题，认
真策划、编制了理论宣讲菜单供社会
各界按需点课，并组织全省讲师团系
统宣讲骨干深入企业、社区、农村等
基层一线，深入开展形势政策及党的
创新理论宣传普及活动。 截至目前，
省委讲师团宣讲人员累计宣讲120余
场，全省讲师团系统累计宣讲1500余
场。 充分发挥了解疑释惑、凝聚人心
的积极作用。

省委讲师团
“走、转、改”活动当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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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2日讯（记者 陶海音 通
讯员 黄勇华）记者近日从长沙海关了
解到，随着湖南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湖南空港口岸进出境业务迅猛发展，
今年再创新高，居中部地区首位。 1至9
月， 长沙海关共计监管进出境航班
3816架次，旅客达501168人次，同比分
别增长28.96%、24.09%。

长沙海关为支持促进湖南航空
事业的发展， 把长沙空港打造成中
西部复合枢纽港， 今年以来积极支
持境内外航空企业开辟新的国际航
线。 在以往批准开通长沙至韩国、台

湾 、香港 、日本 、泰国等的航线基础
上， 今年还批准开通了长沙至新加
坡， 长沙经上海中转飞欧美的7条国
际代码共享航线。 同时长沙海关不
断优化旅客通关环境， 将旅客办理
值机和托运行李手续置于过关前 ，
同时将海关对托运行李的检查合并
到机场安检的环节中， 实行与机场
安检同机、同步检查，从而避免了旅
客通关时搬运沉重行李接受海关检
查的麻烦， 使出境旅客通关过程更
加舒适， 通关时间比以往缩短了三
分之二以上。

本报11月2日讯 （记者 周怀立） 深圳亚皇文化传
播公司和深圳盛庭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日前在株洲宣
布， 电影 《幸福的泪》 即将在株洲和武冈开拍。

影片剧本由株洲市一名退休干部精心编写。 影片
通过一位为儿女献出一生的伟大母亲， 告诫现在浮躁
社会中的儿女们， 要尽到儿女应尽的孝道， 千万不要
因工作繁忙而忽略老年父母的亲情需求。

在影片开拍的同时， 亚皇公司还将到株洲进行国
际影视城的选址工作。 这个规划中的国际影视城， 总
占地将达3万亩， 实行影视服务、 文化旅游、 文化衍
生商业三位一体的运作模式。

本报11月2日讯 （记者 姚学文
通讯员 晏琼 ）一枚蛋 ，经过高科技
的“蝶变”，将成为蛋黄粉、蛋白粉、卵
黄抗体等30多种形式的产品。 今天，
在长沙国家生物产业基地正式投产
的赛法特（长沙）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宣布了这一令人兴奋的喜讯。

赛法特 （长沙） 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是加拿大Zyme Fast集团与湖南
海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合资兴办的
企业 ， 主要进行蛋深加工 ， 生产蛋
粉和生物因子等两方面的产品 。 权
威专家分析 ， 该公司投产后 ， 生产
规模位居全国同行业前三 ， 将有力
拉动我国南方 、 甚至全国蛋深加工
的产业化水平。

1至9月长沙海关监管
进出境航班3816架次
同比增长28.96%，居中部地区首位

一枚蛋可加工
30多种产品

本报11月2日讯 （记者 沙兆华）
“我叫刘晓云， 今年6岁， 家在花垣
县。 ”漂亮的小姑娘刘晓云，虽然讲话
还是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但对作为
聋儿的她来说， 表达已经很不错了，
评委们一致打了高分。 今天，全省第
二届听力语言康复明星大赛经过角
逐，78名聋儿康复明星脱颖而出。

此次大赛由省残联主办 ， 省残
疾人康复研究中心承办， 来自全省
14个市州和省残疾人康复研究中心

的108名选手参加了本届大赛。
据了解， 我省现有0-6岁的听障

儿童 4000余名 ， 每 年 新 增 600名 。
“十一五” 时期， 全省通过彩票公益
金贫困聋儿助听器救助项目、 中国
残 联 贫 困 聋 儿 抢 救 性 康 复 项 目 、
“听力重建、 启聪行动”、 省政府为
民办实事0-6岁贫困残疾儿童抢救
性康复项目 、 省 “启聪扶贫计划 ”
等项目 ， 为2500多名贫困聋儿进行
了康复救助。

78名聋儿成“听力语言康复明星”

本报11月2日讯 （记者 秦慧英
通讯员 蔡密密） 记者今日从华泰人
寿湖南分公司获悉， 其 “3日 （工作
日） 内结案” 的承诺再次升级， 将
时间缩短到 “2日”， 成为业内关于
理赔时间要求最短的承诺。 这一承
诺也是该公司近日启动的首届客服
节的重要内容。

保险最核心的服务是理赔， 而
好的理赔标准之一是理赔速度快 。
自2009年新 《保险法 》 颁布后 ， 保
险行业协会对理赔时效曾做出一个
参考性规定 ， 即非情形复杂案件
（即通常所说的非调查案件） 5个工

作日内结案。 华泰人寿随即自提要
求， 在业内首家提出 “3日内结案”
的承诺， 并以保单条款形式将其明
确， 同时还提出 “延迟补偿” 的自
律规定， 对于未在规定时效内结案
的理赔案件， 将对延迟部分按照理
赔金额双倍赔偿活期利息。 华泰人
寿表示 ， 把 “3日内结案 ” 升级到
“2日内结案 ”， 且各项自律规定不
变， 体现了公司对客户的高度重视，
并请客户监督承诺的执行。

此外，客服节期间，华泰还将进
行客户信息资料维护，健康专题知识
讲座，核保、核赔知识讲座等内容。

保险理赔业内最快

湖南华泰人寿承诺“2日内结案”

本报11月2日讯 （记者 陈永刚）
11月1日是第六个长沙 “慈善日”，长
沙慈善会举行“长沙市国家工作人员
慈善基金”专项募捐活动，募集善款
521600元。

长沙市国家工作人员慈善基金
是以全市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为主体募捐， 该活动每年举行一
次，每人100元起捐，具体募捐时间由
各单位自行确定。该基金将对社会困
难群体进行救助，重点救助14周岁以
下、患有白血病、尿毒症、再生障碍性
贫血、先天性心脏病、恶性肿瘤、脑瘫
6种疾病的儿童患者及家庭。

长沙市国家工作人员慈善基金募集善款52万元

重点救助儿童患者

电影《幸福的泪》
即将在株洲开拍

11月2日上午， 长
沙市雨花区左家塘街
道阿弥岭社区 ， 工作
人员为13户低收入家
庭免费更换节能灯具。
9月以来， 该社区将节
能环保与物业管理相
结合 ， 提高居民的节
能环保意识 ， 积极建
设绿色生态社区。
本报记者 梁向锋 摄

本报记者 王文隆 周静 李光华

11月1日 ， 当采访车到达湘潭
市九华示范区响水乡青竹村腹地
时 ， 记者心里油然冒出8个字———
静谧安详， 生机勃勃。

呈现于眼前的是一幅恬静的村
居图 ： 每家每户被绿意浓浓包围 ，
桂花、 柑橘、 红檵木最是常见， 屋
场门前的一畦蔬菜那更是少不了 ，
温驯的中华田园犬则悠闲地在院子
里张望。

年过五旬的村支书卢国良一口
湘潭话， 他告诉记者， 目前， 青竹
村人的农业收入主要靠生猪养殖和
水稻、 瓜果、 蔬菜种植。 村里的红
菜薹种植加工已形成一定规模。 每
亩地一年能收入1万元左右 。 全村
412户人家， 参加生猪养殖的有378
户 ， 年出栏100头以上的养猪大户
有218户。

卢家就是养猪大户。 “我家今
年靠养猪已经收入了30万元， 还有
60多头猪存栏 ， 估计还能赚5万块
钱！” “小儿子卢伟投资200多万元
搞红菜薹脱水加工， 估计今年可收
入47万元。” 卢国良说， 在青竹村，
很多人都是亦农亦工， 两不误。

青竹村人有这个优势。 从地理
概念上几乎可以说， 九华示范区就
是响水乡 ， 响水乡就是九华示范
区。 自2003年底九华示范区的前身
九华经济区成立以来， 当年的荒山
野岭、 黄土山坡焕然变作如今的工
业新区 、 滨江新城 。 道路打通了 ，
原先偏僻的青竹村一下子交通便利
起来， 发展农业变得得天独厚。 同
时， 村民还可以去家门口的九华示
范区企业打工。 经济搞活了， 包括
青竹村在内， 响水乡的村村组组旧
貌换新颜。 2009年， 湘潭市成建制
将原属湘潭县的响水乡划归雨湖
区， 由雨湖区将其委托九华示范区
管理。

作为长株潭城市群 “两型社
会” 建设的示范区， 九华示范区在
确保4.2万亩耕地的前提下， 将响水
乡的大部分土地征收用于项目建
设。

和其他村不同， 青竹村的大部
分土地目前属于受保护耕地， 征迁
的土地只是一小部分。 该村征迁村
民和其他村的征迁村民一样， 住进
了九华示范区统一规划的安置小
区———吉利小区。

走进这个位于九华示范区内 、
占地500亩的大型居民小区，记者感
受到的不再是青竹村式的田园风
光， 而是截然不同的现代小城镇气

息。 住在市场价近90万的房子里，村
民莫应军浑身是劲， 正在以全副身
心投入到社区居委会的筹备当中。

“征迁村民， 一户的补偿款往
往过百万元 。 突然手上有那么多
钱 ， 怎么办 ？ 通过特别设立的平
台， 乡上组织大家把资金入股九华
示范区的企业 。 过去的农民 ， 变

成了股民， 变成了市民， 变成了工
人 。” 陪同采访的响水乡李铁坚乡
长介绍。

那些还拥有耕地的村民， 则可
以一手抓农业收入， 一手抓就近打
工的收入。 2003年以前， 青竹村曾
是全湘潭市最偏远最贫困的地方之
一 ， 村民年人均收入只有2000元 ，

如今已接近2万元了 ， 变成了一个
人人羡慕的好地方。

青竹村人， 以及响水乡这块热
土上的所有原住民， 正在将自己的
命运与时代的发展紧紧捆在一起 ，
搭乘长株潭城市群 “两型社会” 建
设的 “高铁 ”， 描绘另一幅全新的
幸福田园图景。

亦农亦工青竹村

@新华网 张立红 ： 湘潭 “盛
产” 名人， 毛泽东、 彭德怀、 曾国
藩、 齐白石、 秋瑾……他们的口号
是： 吃得苦、 霸得蛮、 耐得烦。

@人民网 张洪宇 ： 上午赴湘
潭九华示范区响水乡采访， 了解到
政府对新农合投入逐年增加， 部分
先富起来的村民也主动回报社会 ，
鹤岭村有位名叫戴奇志的企业家连
续4年承担全村2500人的参保费用，
富裕不忘造福乡梓， 难能可贵。

@新华网 张立红 ： 第二次到
韶山， 向我们的领袖三鞠躬， 从左
向右绕伟人铜像一周。

@中国日报网 张红梅 ： 终于
在青竹村吃上了正宗的乡土菜了 ，

农户 、 农家 、 农院 ， 铁锅 、 柴火 、
大铲刀 ； 熟悉的味道 ， 熟悉的铁
锅， 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 回到了
那天真无忧的年代 ， 哈 ！ 不能想
了， 再想就想家了。

@新浪 杜莎 ： 四层楼的安置
房 ， 宽 敞
明 亮 ， 真
叫 一 个
“大 ” 啊 ！
随 行 的 记
者们感叹 ：
这 么 大 的
房 子 要 是
搁 在 北 京
值 2000 多

万呢！
@搜狐 杜伟纯：村部有间房子

里挂满了村支书卢国良和领导的合
照 ，温家宝 、王岐山 、回良玉……一
个农民受到过这么多领导的接见 ，
真了不起！ 老卢太有范儿了！

■微言小议

本报11月2日讯 （通讯员 曾妍
胡敏 记者 李军）今天，衡阳市珠晖
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一起特大妨碍
信用卡管理案。主犯魏建明犯妨碍信
用卡管理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6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7万元。 许某、刘某、
熊某等10名被告人犯妨碍信用卡管
理罪，分别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年2
个月至拘役5个月。

法院审理查明 ， 被告人魏建明
系四川阆中市人 ， 从2007年10月开
始在深圳大量收购别人扒窃或捡
拾的女性身份证。从2009年开始，魏
建明陆续雇佣了被告人许某 、熊某
等10名40岁以下的女性充当 “开卡
员 ”，利用收购来的女性身份证 ，挑
选与办卡人员相貌接近的身份证 ，

让她们冒充身份到全国各地的银
行办理信用卡 。 魏建明以每张60-
80元的价格回收 ， 然后再以 150-
500元不等的价格在网上或电话联
系买卡人 ，进行转手贩卖 。 截至今
年1月 ，魏建明共卖出信用卡2万余
张，获利200余万元。

去年11月， 魏建明的下线肖某
在衡阳市某银行用别人的身份证
办理信用卡时 ，被细心的工作人员
识破并当场扭送公安机关。 由于案
情重大 ，该案迅即被列为公安部督
办案件。 今年2月，魏建明在深圳被
公安机关抓获 ，从其住处缴获骗领
的信用卡就有8000多张。据悉，该案
涉案身份证和骗领信用卡数量之
多，创全国侦破的同类案件之最。

非法办理信用卡2万余张
11名被告人获刑

本报11月2日讯（记者 李茁 通
讯员 孔奕 刘也）今天，长沙警方召
开新闻发布会， 通报了近期侦破的
两起特大制售假劣食品案。

近日，在公安部统一指挥下，由
长沙公安机关经侦部门牵头， 联合
福建、 江西等省公安机关共同打响
了一场针对制售有毒有害腐竹 、粉
丝等假劣食品跨省大案的战役 。在
10月20日的多省统一行动中， 长沙
警方现场捣毁生产、仓储、销售窝点
273个，缴获涉案有毒有害食品共计
43300公斤。目前，廖代招、陈登清等
9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刑事拘留。

2008年1月以来，福建籍犯罪嫌
疑人张春华、吴水梅租用福建省宁德
市金涵乡一处住房生产假冒“绿箭”、
“益达”口香糖、“阿尔卑斯”棒棒糖等

食品销往全国各地，累计1.2万余箱，
总案值800余万元。 根据犯罪嫌疑人
供述并进一步侦查，警方查明上述商
标标识来自广东省潮州市、浙江省温
州市等多个省市， 而后再采用邮寄、
物流等方式将假冒商品销往湖南、四
川等多个省市， 其中长沙销售点的
负责人为文代军（兰州市人）。经查，
2008年1月以来，犯罪嫌疑人文代军
为牟取非法利益， 明知犯罪嫌疑人
张春华制售假冒 “绿箭”、“益达”口
香糖， 仍从张春华处多次购进假冒
“绿箭”、“益达”口香糖1000余箱，货
值100余万元，这些假冒产品全部销
售给长沙市多家个体门店以及岳
阳 、衡阳 、郴州和广西柳州等市 ，非
法获利10余万元。目前，犯罪嫌疑人
文代军等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长沙破获两起特大制售假劣食品案

本报11月2日讯（记者 李茁 通讯
员 蔡济时）11月1日6时许， 宁乡警方
与武汉、湘潭警方联手，成功抓获公安
部B级通缉命案在逃人员刘连卫。

今年3月6日，湖北省武汉市江岸
区发生一起故意杀人案， 两人被杀
死。经查，刘连卫有重大作案嫌疑。3
月17日， 公安部对其下发B级
通缉令。9月20日，武汉警方再
次悬赏通缉刘连卫。

犯罪嫌疑人刘连卫， 男，
1971年出生， 澧县张公庙镇盘
山村人。2004年，他在网上聊天
时结识武汉籍女子刘某。之后，
两人发展成为男女朋友关系。
今年3月6日早上，因情感纠纷，
刘连卫将女友刘某及其姐姐杀
害。案发后，刘连卫潜逃。

10月30日晚，宁乡县公安局接到
长沙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转发的湖北
警方紧急协助请求，称犯罪嫌疑人刘
连卫极有可能逃到宁乡。宁乡县公安
局迅速调集警力协助抓捕。11月1日6
时许，民警在宁乡县东湖塘镇将犯罪
嫌疑人刘连卫抓获。

宁乡抓获公安部B级通缉命案逃犯

湘潭市九华示范区响水乡青竹村村民卢国良家中不仅盖起小洋楼， 小汽车、 太阳能热水器、 太阳能路灯等
一应俱全。 本报记者 赵持 摄

本报11月2日讯 （通讯员 贺蕃
蕃 记者 张斌 ） 10月28日下午 , 省
社会主义学院组织全省县市区人大
系统50余名党外干部学员来到省人
大常委会， 开展以 “人大代表如何
履职” 为主题的现场教学活动。

教学活动中， 省人大常委会有
关负责人详细介绍了相关情况， 就
我省新一届各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作了专题辅导 。 在互动交流环节 ，
学员们争相提问， 短短40分钟 ， 现

场气氛十分热烈。 “乡镇人大闭会
期间， 应如何行使监督权？” “新的
选举法出台后， 如何解决既当裁判
员又当运动员的矛盾？” “新时期，
人大系统党外干部如何发挥作用 、
服务党委政府中心工作？” 宁乡县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谢文军一口气提出3
个问题， 省人大常委会有关负责人
一一解答。 学员们纷纷认为， 通过
现场教学专题辅导和互动交流， 有
助于提高履职能力和素质水平。

县级人大党外干部学员
开展现场教学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