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1月7日讯（记者 姚学文星
城长沙，创意设计星光闪烁。 在近日
举行的锦绣潇湘湖南创意设计艺术
节颁奖晚会上，依次揭晓了创意设计

艺术大奖：湖南美术出版社等10家机
构获十大创意设计机构称号，安勇等
10人获评湖南十大创意设计人士，马
丁·路德·金雕像等10件作品获十大

创意设计作品。 此外，马建成获得湖
南创意设计突出成就奖，马丁·路德·
金雕像获全场作品大奖。

主办方还与获奖者现场签订了
1000万元的创业基金合约， 以引导
创意产业新突破。 所有获奖项目将
在锦绣潇湘文化创意产业园展出，
供市民参观。

本报11月7日讯 （记者 邹靖方
通讯员 王诚）今天下午，省质监局稽
查总队和长沙市质监局执法人员，在
公安部门的配合下，依法查封了长沙
市雨花区黎托乡两个食品“黑作坊”。
现场共缴获腊肉成品3210公斤，半成
品和原料1280公斤，货值12.85万元。

记者跟随执法人员来到了位于黎
托乡花桥村的一民房内，约300平方米
的地面上， 布满了污水，6个满是污垢
的大红盆内装满了各种添加剂： 焦糖
色素、日落黄、胭脂红，房间中央的木
台上，还堆满了亚硝酸钠。 厂房左边有
8个约1米宽、2米长的小屋子， 里面挂
满 了涂好染色剂的腊肉，腊肉下面摆
放着14台煤炉。其中4个房间的煤炉还

在燃烧。 执法人员告诉记者，腊肉本
该是用柴火或蒸汽熏制，用煤火很容
易造成硫化物、重金属超标。

在另一家食品黑作坊，主要生产
面包、沙琪玛等糕点食品。 该作坊的
员工就住在生产区域，屋内水缸上方
挂满了内裤、袜子等衣物，现场可用
“脏乱差”来形容，该作坊未取得食品
生产许可证、工商营业执照，从业员
工也未取得健康证明。为了让糕点上
市销售，作坊老板采取假冒长沙“福
康”等品牌的厂名厂址，改名换姓后
对外销售。

据了解，质监部门将会进一步追
查黑窝点产品流向，召回假冒伪劣产
品，还会将黑心老板移交公安。

湖南广播电台
举行听众节

本报11月7日讯 （记者 李国
斌）今天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成立
62周年，该台在长沙黄兴路步行街
广场举行了“丰盛町2011芒果radio
湖南广播听众节”活动。

本次听众节特别设置了 “爱心
秒杀”购物活动，活动所得善款将全
部捐赠给“启聪扶贫计划”，帮助聋哑
孩子们。 当天，4台“芒果radio梦想巡
游车”从活动现场出发，拉开为期1个
多月的2012新年梦想征集活动大
幕。 该台将在12月31日晚的“跨年梦
想夜”揭晓“十大新年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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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11月 7日讯 （记者 苏莉
通讯员 路险峰）今天上午，省人大财
政经济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
作委员会召开推行部门预算10周年
座谈会。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叔红
出席会议。 会议要求，积极推进部门
预算公开，增强预算编制、执行的透
明度，真正做到“钱为民所用”。

2001年，省直单位全面实行部门
预算改革。 目前，省级125家一级预算
单位、1025家二级预算单位、14个市州
本级和123个县市区都已推行了部门
预算。 在预算审查监督工作中，省人大
财经委、 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着力
规范部门预算支出管理， 加强对发改
委、交通运输厅、教育厅、国土资源厅、
水利厅等重点部门和重点单位的审
查。 在项目支出方面，重点审查项目是
否细化、设置是否规范 、结构是否合
理、部门专项支出是否纳入部门预算
等一些普遍存在的问题。 10年来，省

财政厅等各部门预算法制意识逐步
增强，部门预算编制不断规范，部门
预算科学性、完整性不断提高，预算
执行更加严格。 为加强监督，从2005
年开始，省级审计工作报告向社会公
开；从2006年开始，审计工作报告指
出问题的纠正情况和处理结果也向
社会公开。 会议透露，今年11月份的
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将按惯例听取省
人民政府关于审计指出问题整改情
况的汇报，涉及整改单位的主要负责
人也要向常委会会议报告整改情况。

陈叔红指出，部门预算改革是建
立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的需要，要进
一步加强部门预算编制工作，着重从
制度建设和工作机制上完善预算编
制；进一步细化预算编制内容，提高
预算编制的准确性和科学性；进一步
加大预算审查监督力度，积极探索人
大加强预算审查监督的有效方式和
途径。

万余册爱心书籍
赠农家书屋

本报11月7日讯（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张广权）省第三届“三湘读
书月”公益书架及万册图书捐赠活
动今天上午在长沙举行。 由社会各
界及市民捐赠的1.5万册各类书籍，
正式捐赠给湘西、 邵阳5个贫困村
的农家书屋。

在11月1日省第三届 “三湘读
书月”开幕当天 ，长沙贺龙体育场
的东广场搭建起了一座户外公益
书架 。 据工作人员介绍 ，7天时间
里，小到7岁的小学生，大到年逾古
稀的老人 ， 共有近万市民前来读
书、捐书。 截至今天，共募集到各类
书籍1.5万册。

捐赠活动现场，1.5万册书籍分
别捐赠给了湘西保靖县葫芦镇傍
海村农家书屋、吉首市寨阳乡坪郎
村农家书屋、湘西古丈县双溪乡梳
头溪村农家书屋、邵阳县九公桥镇
老屋桥村党员书屋、邵阳双清区高
崇山长木村农家书屋。

首个日军细菌战
受害者协会成立

本报11月7日讯 （记者 周勇
军 李寒露） 今天， 国内首个日军
细 菌 战 受 害 者 协 会 主 要 筹 建
人———常德细菌战受害者遗属 、
青年律师高峰告诉记者 ： “我们
要凝聚起细菌战受害者的共同意
志 ， 继续奋战到底 。 ” 据了解 ，
11月4日， 国内首个日军细菌战受
害者协会在湖南文理学院正式授
牌成立。

常德市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协会
的前身是1996年11月成立的 “常德
细菌战受害调查会”。 今后， 该协
会将继续开展调查收集相关资料、
维护受害者权益、 爱国主义宣传、
组织对日诉求等工作。

本报11月7日讯 （记者 何国
庆） 今天， 记者从在长沙举行的省
学生资助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获悉 ，
我省将不断健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资助体系， 资助政策惠及面将从义
务教育、 中等职业教育、 普通高中
教育、 普通高等教育延伸到学前教
育和研究生教育阶段。

近年来， 国家采取一系列重大
措施， 不断加大对家庭贫困学生的
资助力度 。 目前 ， 义务教育阶段 ，
国家全面免除了城乡所有学生的学
杂费 ， 为农村学生提供免费教科
书， 为寄宿制学生提供生活补助 ；
在中等职业学校， 建立了国家助学
金制度， 并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实

行学费免除； 在普通高中， 也建立
了国家助学金制度； 高等院校除国
家助学金外 ， 还建立了国家奖学
金、 国家励志奖学金、 国家助学贷
款以及征兵入伍、 基层就业学费补
偿等多种形式的资助体系。 全省每
年获得政府资助的学生接近200万
人次。

创意设计艺术大奖揭晓
举办方与获奖者签订千万元创业基金合约

真正做到“钱为民所用”
推行部门预算10周年座谈会举行

本报11月7日讯 （记者 柳德新）
省政府今天在湘潭召开全省河道采
砂专项整治工作现场会。 会上透露，
我省将推行河道采砂“一证一费”（河
道采砂许可证和河道砂石资源费）管
理制度，建立完善“政府主导、水利主
管、部门配合”的长效管理机制。副省
长徐明华要求，全面推广湘潭市河道
采砂综合整治经验，迅速推进全省河
道采砂专项整治行动。

省政府已经明确将河道采砂专
项整治行动情况纳入2012年省政府
绩效考核内容。 根据省政府《水上安
全综合整治总体方案》， 河道采砂专
项整治行动为期半年，分为准备阶段
（2011年11月1日至20日）、 集中整治
阶段 （2011年11月21日至2012年3月
31日 ）和检查验收阶段 （2012年4月1
日至30日）。

湘潭市去年10月开始进行河道
采砂综合整治，其成功经验归纳起来
有三点：一是理顺体制，完善制度。坚
持“政府主导、水利主管、部门配合”
的管理体制， 建立完善了市场运作、
奖补引导、长效管理等操作规范和制
度。二是联合执法，从严打击。三是规
范拍卖， 确保拍卖收入用于河道整
治。 通过先协议出让、再公开拍卖的
方式，转让采砂权，拍卖、转让收入专
项用于河道整治。

徐明华强调，各地要针对本地河
道采砂存在的问题和隐患，明确专项
整治重点任务，做到有的放矢。 要加
强领导，落实工作责任，健全协调机
制，切实强化河道采砂专项整治工作
措施。 要理顺管理体制，实行河道采
砂规划制度， 规范采砂权拍卖行为，
建立健全河道采砂管理长效机制。

河道采砂专项整治行动迅速推进
“一证一费”制度将全面推行

本报11月7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杨奇志）6日上午， 由省红十
字会、湖湘中医肿瘤医院等单位联合
举办的第六届 “湖湘抗癌公益大行
动”义卖活动，共筹集善款208万元，
专项救助我省贫困肿瘤患者，救助咨
询热线0731-88610196。 省政协副主
席龚建明、老同志董志文出席活动。

义卖现场， 由邵阳市副市长李
兰君捐赠的著名画家李自健的油画
作品 《新疆女》， 被天津惠恒健康产

业投资有限公司以108万元拍下。 随
后 ， 各爱心企业进行了爱心捐赠 ，
其中湖湘中医肿瘤医院捐款60万元，
北京康复明科贸有限公司捐款20万
元， 上海力基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捐
款20万元。 省红十字会表示， 筹集
的208万元善款将全部用于 “湖湘抗
癌公益大行动”。 据悉， 该公益行动
自2005年启动以来 ， 先后注入千余
万元义捐善款， 共救助我省1300多
名贫困肿瘤患者。

义卖义捐筹善款208万元
贫困肿瘤患者可申请救助

本报11月7日讯 （记者 肖建生）
湖南华莱公司今天与广东康力公司
签订合作协议，将我省生产的高端黑
茶的一部分，通过广东康力的直销渠
道向全国目标消费群体推广，以加快
我省黑茶产业的发展。老同志俞海潮
以及省工商、公安等部门有关负责人
出席了签约仪式。

据介绍，我省年产黑茶约4万吨，

占全国产量的60%。 目前我省黑茶在
稳定和巩固边销茶市场、保障边销茶
供应的基础上， 正不断拓展以北京、
广州、深圳、上海等城市为中心的国
内市场，黑茶销售网络遍及全国。

广东康力公司具有国家颁发的
直销牌照，这次通过该公司销售渠道
进入直销的黑茶品种涉及千两茶、金
花茶等高档系列产品。

湘粤两企业联手营销高端黑茶

省质监捣毁黎托两处黑作坊

11月6日， 长沙市天心区桂花坪街道桂庄社区居民进行穿着消防服比赛。 当日， 该社区开展 “全民关注消
防、 生命安全至上” 主题教育， 通过消防器材使用、 消防知识问答等活动， 提升广大市民消防安全意识和自
防自救能力。 本报记者 罗新国 摄

本报记者 孙敏坚 通讯员 刘也

说起吕瑶琦 ， 新邵县迎光乡的
乡亲们会这样介绍 ， 她是我们乡的
第一位女乡长。

2007年 ， 28岁的吕瑶琦当选为
迎光乡党委副书记 、 乡长 。 消息传
开 ， 大家都摇脑袋 ： “选了个黄毛
小妹子来当乡长 ， 迎光怕是搞不下
去了。” 吕瑶琦听了， 并不作声， 只

是自信地微笑。
水稻是迎光乡长期种植的单一

作物 ， 但一直广种薄收 。 要致富就
需要开发新的产业 。 2008年 ， 吕瑶
琦经过深入调查 ， 决定将发展反季
蔬菜美国红茄定为增收致富的突破
口 ， 并打算在毛江村进行百亩先期
试点。

“我们没有资金”、 “种了也不
一定能赚钱”、 “到时候卖不出去怎

么办？” 面对乡亲们
的种种顾虑 ， 吕瑶
琦带头进村入户发
动 ： “没钱 ， 我私
人借给你 。 选定的

是高产优质的品种 ， 销售的事情你
们不用操心 ， 已经对接好了城里的
客商来收购 ， 你们只要安心种好就
行了！”

在她的耐心劝说下 ， 毛江村共
种植了100余亩美国红茄， 收获季节
一算账， 每亩纯收入达800余元。 如
今 ， 红茄种植在全乡范围内推广开
来 ， 2011年 ， 该乡红茄种植面积达
2000余亩， 还解决了当地100人的就
业问题 。 同时 ， 她还因地制宜发展
了西瓜 、 蘑菇种植和牛蛙养殖等 ，
带动全乡一起致富。

最近 ， 吕瑶琦当选为省第十次
党代会代表。 吕瑶琦 （左一）。 通讯员 摄

资助对象将延伸到学前和研究生教育阶段

基层来的党代表

美国红茄落了户
———记省党代表、新邵县迎光乡党委副书记、乡长吕瑶琦

我省每年近200万人次学生获政府资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