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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邵阳市 多云 16℃～24℃
湘潭市 多云 18℃～25℃

张家界 多云转阴 16℃～20℃
吉首市 阴转多云 16℃～22℃
岳阳市 多云 17℃～24℃

常德市 阴转多云 17℃～22℃
益阳市 多云转阴 17℃～24℃

怀化市 多云 14℃～24℃
娄底市 多云 19℃～26℃

衡阳市 晴转多云 18℃～26℃
郴州市 多云 16℃～26℃

株洲市 多云 16℃～25℃
永州市 多云 17℃～25℃

6
长沙市
今天到明天，多云间阴天
北风 ２ 级 17℃～24℃

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

记者在基层

本报记者 赵成新 周卫国
通讯员 李进 饶晔

日出时分， 一支支摩托种菜队
呼啸而去，日落时分又呼啸而回，俨
然种菜大军活跃在洞庭湖区。

10月27日， 记者来到汉寿龙阳镇
围堤湖垸蔬菜基地采访， 遇到了摩托
种菜队中的一员：仓儿总村7组的宋先
明。正在采摘辣椒的他告诉记者，围堤
湖垸是平垸行洪区，2000年以后，居民
陆续搬到镇上住。 菜地有5公里远，每

天种菜骑摩托车， 一个组三四十人同
去同回，就有了“游击队”的戏称。

“前些年，确实是‘游击队’搞法。
种什么，靠跟风。 销哪里，碰运气。 结
果是辛苦一年，没赚几个钱。 ” 说起
这些，宋先明还有点不好意思。

“现在，大不一样了。2008年，村里
能人邹文利组织大伙成立蔬菜专业
合作社， 单打独斗变为团队作战，我
们成了‘正规军’了。 ” 宋先明扳着指
头数起抱团闯市场的好处：统一供应
农资，统一搭配品种，统一指导技术，
统一营运品牌，统一销售产品。 合作
社门路广， 有几十号人专门跑销售，
全国有几十个定点联系点， 广东、福
建、青海、宁夏一些大的蔬菜批发市
场要什么货、有什么车过来，信息随
时传回来，销路一点也不愁。

宋先明笑呵呵地说：“现在种菜
底气足了，也没了后顾之忧。 合作社
食堂有中饭吃，不用来回跑。 3元一
餐，一荤一素一汤，饭管饱。 有合作
社6个技术员帮忙， 辣椒、 茄子、南

瓜、萝卜，什么都能种了。 有了技术，
茄子一年种两季，我今年2月种的茄
子， 上半年收了一次；6月剪枝追肥
后，下半年又收了一次，如今还有茄
子摘呢。我种8.7亩菜，原来一年毛收
入１万多元，现在可挣3万多元，另外
还有代销南瓜收入1万多元。 合作社
760多户社员， 每户一年收入5万元
左右。 这都搭帮文利老兄啊！ ”

在一旁的合作社理事长邹文利连
连摆手，说：“种菜靠的双手勤，黄土变
成瓜子金。要感谢真得感谢政府。县蔬
菜办帮助我们修道路， 疏沟渠， 搞培
训， 引导我们种有机菜， 搞标准化生
产， 合作社1.8万亩菜地才弄出名堂
来，我们种菜才有了‘正规军’的样子。
要是路不通，买家大货车进不来，我们
再金贵的菜也只能烂在地里啰！ ”

大伙哈哈大笑起来， 笑声在一
望无垠的菜地上空久久回响。

菜农从“游击队”到“正规军”

图为宋先明 （中） 和合作社社员在采摘辣椒。 本报记者 周卫国 摄

本报11月2日讯 （记者 朱章安
通讯员 章焱平 董石贵 李永民）近
日，国家旅游局全国旅游景区质量等
级评定委员会发出公告，衡东县罗荣
桓故居纪念馆被批准为国家4A级旅
游景区。

衡东县以国家红色旅游发展纲
要为契机，高起点编制了《罗荣桓故
里红色旅游发展规划》， 确立了以罗
荣桓故居为中心， 以红色旅游为龙
头，以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
为主题，走“红色旅游”与“绿色旅游”

相结合的发展路子，把“红色旅游”的
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和文化功能最大
程度地发挥于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
之中。近5年来，故居共接待省内外组
团2000多个， 共计参观人数400多万
人次。 罗荣桓故居纪念馆先后荣获
“全国100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全
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
防教育示范基地”、“第四届中国红色
旅游市场游客满意十佳景区” 等殊
荣， 景区于2007年跨入国家3A级旅
游景区行列。

永兴非公企业党员
有了“娘家”

本报11月2日讯 （记者 邓明 白培生
通讯员 李秉钧 邓信开 易雨橙 ）10月
28日，中共永兴县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工
作委员会挂牌成立。

近年来 ， 永兴县非公经济快速发
展， 全县现有非公有制企业近1000家，
每年完成工业增加值占全县GDP的 7
成，纳税占财政总收入的6成多，提供了
3.5万个就业岗位，其中有党员230余人。

益阳农发行贴心服务小企业

5年累放贷款26亿元
本报11月2日讯（通讯员 丁胜祥 袁武华 记者 柳德新）

农发行益阳市分行积极履行农业政策性银行的支农职能，
贴心化解涉农小企业“贷款难”问题，促进了当地农村经济
的发展。 5年来，该行累放农业小企业贷款26.2亿元，帮助
金城米业、星海绳网、绿海园林等44家小企业由小变大、由
弱变强。

对于急需资金的农业小企业，农发行益阳市分行不嫌
小、不嫌弱，主动创新信贷支持模式，专门成立涉农小企业
营销机构，建立小企业项目库，储备筛选项目。在风险可控
的前提下，把一批有发展潜力的农业小企业纳入到了信贷
支持范围。 该行还创新担保方式，引入了4家担保公司，先
后为13家小企业发放保证担保贷款1.18亿元。

该行坚持把农产品加工型企业、 辐射带动农户型企
业、行业领先型企业作为信贷支持重点，让一批涉农小企
业一步一步地做大做强。 在支持重点上，通过支持企业开
展农副产品精深加工， 促进农业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
化；通过支持农业小企业开展订单农业、合同收购等方式，
推进完善“公司+基地+农户”模式。 近年来共支持了27家
企业与36万家农户签订农产品购销合同，年成交额达4.15
亿元。

罗荣桓故居荣升4A景区

本报11月2日讯 （通讯员 罗静）
今年来，长沙市高新区国税局采取多
项征管措施， 大力推行精细化管理
个性化服务,使税收收入保持了持续
快速增长的态势。截至9月底，共组织
各项税收入库27.28亿元， 完成年初
计划数的104.25%， 同比增加8.65亿
元，增幅为46.39％，提前完成了全年
的税收任务。

为有效开辟税源 , 长沙市高新
区国税局今年多措并举 , 成效显著。
一方面强化重点税源精细化管理，完
善监管体系。对重点企业及项目实行
动态跟踪管理，及时建立台账汇总信
息。 同时开展税收专项检查，实现以

查促收，以查促管。 加大对陈欠税款
的清缴力度，加强对零申报和低税负
企业的监管， 开展税收专项检查，避
免税款流失。另一方面着力完善纳税
服务体系， 丰富服务内涵。 在充分
了解纳税人涉税需求的基础上， 建
立健全个性化纳税服务体制。 个性
化纳税服务是在对纳税人实施分类
管理的基础上， 细分群体， 为纳税
人提供 “量体裁衣”式贴心服务， 在
税收政策法规方面给予一对一的指
导， 在帮助企业建立规范税收财务
管理制度的基础上，用活、用好税收
政策，为企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税收
政策支持。

精细化管理 个性化服务

长沙市高新区国税局
提前完成全年任务

常德启动
“博士创业”计划

本报11月2日讯 （张晶 李寒露 郑
明享）10月28日， 在常德经济技术开发
区举行的湖南中天新能源有限公司投
产仪式上，博士后邓凌峰向广大博士发
出来常德创新创业的倡议，这标志着常
德正式拉开博士创业行动的序幕。

常德市按照“全民创业，科技先行”
的方针，以项目支持、科技招商、保姆服务
作为服务博士创新创业的三大措施，用
于支持创新创业项目的资金达到了570
万元。 同时，策划成立了常德市博士联谊
会，湖南文理学院、金健米业等单位的46
名博士成为首批会员。 目前，在常德创新
创业的博士有近100名，为企业提供技术
服务的博士人数40多名，像邓凌峰这样创
办、领办、协办企业的博士有20多名。

本报11月2日讯 （通讯员 张敏
高晓燕 记者 李文峰）11月1日，株洲
市城市规划与交通仿真决策平台通过
专家评审。 国家住建部城市交通工程
技术中心主任马林认为， 通过仿真决
策平台及时预测趋势并进行科学规
划，株洲走在了国内同类城市的前列。

此系统由株洲市规划局委托株
洲市规划设计院和北京晶众软讯科
技有限公司共同研制开发，整合了规
划、国土、交通及人口、就业等多种社
会经济数据，可对某一决策提供仿真
模型测算试验，为相关部门提供决策
依据。

株洲城市仿真决策平台通过评审

11月1日上午， 双峰县人武部， 报名应征的适龄青年在接受血压检测。 据悉， 该县预计有1700名适龄青年
参加为期10天的体检。 乃继辉 刘红兵 摄

本报11月2日讯（记者 陈永刚）
“甜蜜的工作，甜蜜的工作，无限好
啰喂……”欢快的歌声从小巷中飘
来，格外动听。 近日，长沙市开福区
通泰街街道连升街社区举办的“老
戏台唱今腔”系列活动在该社区民
国旅社戏台精彩开演。

连升街社区有中国最早的新
式学堂———时务学堂 、 民国老戏
台等多处历史文化遗址。 其中梓园
原为清乾嘉年间礼部尚书刘权之

公馆的后花园 。 清末民初花园荒
废 ， 内有梓园民国旅社正房和戏
台，至今保存完好。 2004年，梓园民
国旅社被公布为长沙市重点保护
历史旧宅。

“以前觉得这个戏台是珍贵的
文物 ，可远观不可亲近 ，现在觉得
它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连升

街社区主任李剑武介绍，修复后的
民国老戏台成为丰富社区居民文
化生活的重要舞台，为此社区还专
门成立了70多人的心悦社区艺术
团， 将每月排练出一个新节目，为
居民群众演出两次，同时还对学习
民族器乐、舞蹈的社区居民提供一
对一的免费培训。

老戏台看新戏

本报11月2日讯（记者 周勇军
李寒露）10月28日，一场由中宣部、
中央文明办主办 ，常德市委 、市政
府与中央电视台承办的“激情广场·
爱国歌曲大家唱———湖南常德篇”
文艺演出，让柳叶湖畔群情激昂。

在此次激情广场文化活动中，
明星轮番上场， 志愿者联合方阵、
军人方阵 、 大学生方阵等竞相对

歌。 吴碧霞、刘媛媛、佟铁鑫等知名
歌唱家在演出中相继登台，与常德
市群众一起唱响爱国歌曲。 传世名
篇《桃花源记 》在孩子们的齐声吟
诵中，浸染着人们的心灵。 由吴碧
霞演绎的常德城市形象歌曲《心中

的桃花源》， 用婉转的曲调表达出
这座城市的灵动与厚重。 此外，该
市的道德模范也悉数到场， 与志愿
者共同组成合唱方阵。 全国道德模
范杨绍军10余年收养360多名孤儿
的故事，也在现场采访中温暖呈现。

桃花源里起歌声

本报11月2日讯（记者 徐荣）“这
些图书将是韶山孩子们最好的精神
食粮，我代表家乡谢谢你们了，谢谢
关心支持韶山的各界朋友。 ”11月1
日，在北京“爱心捐赠库存物品、真情

回馈革命老区”仪式上，毛主席嫡孙
毛新宇少将真情流露。这次捐赠活动
是由中慈社会捐助中心主办，中信出
版股份公司捐助价值10万元图书，全
部捐给韶山实验中学。

中信出版公司10万元图书捐韶山

本报11月2日讯 （记者 王晴 通
讯员 胡子贵 张明子 曹宏梁）近日，
临湘市源潭镇长源村宾应红的鳝鱼
池子里，30口网箱里挑选出货的900
多公斤鳝鱼，一上岸就被等候多时的
商贩抢购一空，笑得合不上嘴的老宾
告诉记者：“这塘去年政府帮我们清
淤改造后， 我又增加了10口网箱，今
年多赚万把块钱不成问题！ ”

临湘市把山塘清淤扩容作为农
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一项重要内容
来抓，3年来共投入资金1250万元，高
质量完成了412口山塘的清淤工作。
所有山塘累计清淤53.7万立方米，新
增蓄水面积67.2万立方米，改善灌溉

面积2557.7亩。 山塘清淤扩容工程的
实施，极大改善了该市农村干旱区的
灌溉，增强了旱涝保收能力。 定湖镇
新建村清淤改造后的3口山塘， 增加
蓄水量1000多立方米，今年遭遇罕见
大旱，但山塘灌溉范围内的30多户农
户3000多亩水稻却喜获丰收。

精明的养殖户都把清淤改造后
的山塘当成了致富的“聚宝盆”，承包
金也是水涨“价”高，承包价普遍上涨
了20%以上, 全市清淤改造后的山塘
承包金相比以前增加了200多万元。
仅源潭镇一镇，扩容后的山塘，新增
黄鳝网箱1000多口，年为农民新增收
入100多万元。

清淤山塘变成“聚宝盆”
临湘400多口山塘承包价上涨2成

溆浦开发花瑶梯田旅游
本报11月2日讯 （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周晓鹏 谢华 姜丽娜）近日，溆
浦县政府与湖南晨晟有限公司签署合
作协议，由晨晟公司投资3亿元，对溆浦
山背花瑶梯田旅游项目进行开发。

山背花瑶梯田位于溆浦县葛竹坪
镇，分布于雪峰山北麓崇山峻岭中，海拔
在500多米到1500多米之间，共1300多级,
3000多亩， 是我国海拔最高的梯田之一。
山背花瑶梯田开垦于北宋，发展于南宋、
元、明时期，距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主景
区集中在山背周边地区，当地花瑶是梯田
主要的开拓者，至今仍保留着浓厚的花瑶
民俗和独具特色的梯田稻作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