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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阴转多云 1℃～7℃
湘潭市 多云转晴 2℃～7℃

张家界 多云转晴 1℃～10℃
吉首市 多云 2℃～10℃
岳阳市 多云 2℃～ 6℃

常德市 多云转雾 2℃～7℃
益阳市 多云转晴 2℃～7℃

怀化市 多云 1℃～9℃
娄底市 多云 2℃～7℃

衡阳市 阴转多云 2℃～8℃
郴州市 小雨 3℃～8℃

本版责编 周卫国 版式编辑 刘岳 责任校对 胡永龙

市州新闻

株洲市 阴转晴 2℃～8℃
永州市 小雨转多云 2℃～8℃

9
长沙市
今天小雨转阴天，明天，多云间晴天
北风 3～4 级 4℃～7℃

本报11月30日讯 （记者 左丹 姚
学文 通讯员 熊学范 杨军）今早，家住
长沙市望城区星城镇金坪社区的李先
生， 将4岁的儿子李文卓送到幼儿园接
送的专用校车上。看到儿子熟练地坐进
美观舒适的车里、 找到自己固定的位
置、系好安全带，李先生放心地笑了。

和李先生一样， 今年9月以来，该
区6万余名中小学、幼儿园的父母很开
心， 因为全区学校已全面启用了专用
安全校车，并实施全新规范运营。学生
们放心了，家长们也放心了。

保障人民安全是最大的民生。今年
初， 该区将校车安全问题纳入区委、区
政府的重大议事日程。 并出台了校车
管理实施意见，提出采用“政府主导、市
场运作、公司管理、财政补贴”的模式，
对全区校车管理进行全面改革。 一方
面全面清退原有涉校车辆，对原有合法
校车予以一定补贴；另一方面引入专业
的巴士公司，组建雷锋校车公司，财政
实行20%的购车补贴，由校车公司按照
国家最新专用校车标准购买新车，专门
承担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和幼儿园的接

送任务。学生乘车的费用，按照小学、初
中每月每人105元、 幼儿园每人每月80
元的标准给予财政补贴；学生、幼儿只
需每月交纳乘车费用80元，低保家庭子
女乘车费用全免。 三项累计，区财政支
出今年已超过1200万元。

与此同时， 该区对专用校车实行
全新规范运营。 乘车学生采取 “实名
制”，中小学生分区域，按定点、定线、
定员、定车、定座的原则负责接送。 幼
儿园和中小学由园长、校长负责，根据
乘车需要，合理编排线路，安排随车教

师，承运公司派车接送。还建立短信平
台和监控系统，学生（幼儿）上下车，都
要发送短信告知家长。 为防止车辆超
载， 还聘请了监督员， 不定期进行检
查，一旦发现问题，轻者罚款，重者取
消运营资格。

专用校车从6月1日开始试运行，9
月1日起在全区全面铺开。 目前，全区
已投入运营校车196台，基本保证了学
生的用车需求。 安全状况得到明显改
善， 今年全区没有发生一起校车安全
事故。

本报记者 周勇军
通讯员 关洪日 王文平

11月29日， 记者在澧县复兴
厂镇采访，镇党委书记谭斌介绍，
这个镇栽种的苹果柚在市场非常
走俏，每公斤卖到了1.75元。 晚饭
过后，我们乘着夜色，来到该镇的
双堰村种柚大户宾定坤的种植基
地探个究竟。

借着汽车的灯光， 记者在宾
定坤住宅周围的山坡上， 看到成
片的柚子树上挂满了苹果柚 ，沉
甸甸的果实将柚子树压弯了腰 。
好客的女主人麻利地从树上摘下
几个苹果柚剖开让我们品尝 ，并
风趣地说：“现在的苹果柚还带点
酸味，再过个十天半月，完全成熟
后，甜得你吃了一回想二回。 ”

苹果柚的味道的确与众不
同，皮薄、汁多、肉脆。 宾定坤告诉
记者， 他是1998年开始尝试种植
苹果柚的， 到2000年才开始成规
模种植， 现在苹果柚已发展到20
亩。去年，苹果柚挂果虽只有50％，
但收入却达到了10多万元。 今年，
苹果柚的价格比去年增加了 ，保

守估计，他家仅苹果柚一项，收入
至少在25万元，亩平超过1万元。

苹果柚是复兴厂镇独有的柚
类品种，它的果型扁圆似苹果，故
名苹果柚。 随着苹果柚产业的不
断发展，镇里按每亩每年500元的
标准对改种苹果柚的橘农进行补
贴。 由能人牵头，组建了苹果柚专
业合作社，入社成员达2000多人。
镇里还聘请了常德职业技术学院
的林业专家担任技术顾问， 建立
了专业团队， 苹果柚的种植和加
工实现了标准化、规范化。

现在复兴厂镇的苹果柚已形
成了50亩育苗基地， 种植面积发
展到6000亩。 去年，全镇700亩苹
果柚挂果的总产值超过600多万
元，人均增收350元。 尤其是苹果
柚品牌效应不断显现， 去年苹果
柚不仅被全国“两会”指定为专用
水果， 而且还进入了亚洲水果展
览会， 成功打入香港市场。 苹果
柚，正在成为复兴厂镇农民的“摇
钱树”。

本报11月30日讯 （肖军 黄巍
朱跃军 ）今天下午 ，怀化市政府在
政府常务会议室召开“为政府工作
建言 、为科学发展献策 ”网民座谈
会 ，共邀请30位五溪论坛 、红网怀
化论坛网民代表参加。 怀化市委副
书记、 代市长李晖与市委常委、市
委宣传部部长钱德喜等到会，当面
听取网民代表意见。

座谈会气氛热烈， 网民代表畅
所欲言。 网民代表就怀化市生态环
境保护、农业发展等，向李晖提出了
20多个问题， 并就加强道路交通管
理、 缓解城区停车难等提出了可行
性建议。李晖诚恳回答问题、听取建
议，并同他们进行了讨论。对需要督
办的建议进行了记录， 并表示将做
到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

本报11月30日讯（通讯员 向民贵
陈永辉） 供求信息上网， 滚滚财源下
乡。 昨天，家住泸溪县浦市镇麻溪口村
的椪柑种植专业大户宋八莲， 通过之
前在网上发布的销售信息， 成功卖出
10吨椪柑，“入账5万元”。 这是泸溪农
副产品网销闯出一片天的生动写照。

泸溪优质农副产品丰富，特色鲜
明。 过去，由于信息闭塞，椪柑、玻璃
椒、生姜等优质农副产品 “养在深闺
人未识 ”，常常面临 “有货无市 ”、“增
产不增收”的尴尬局面。

近年来， 泸溪县大力推进全国农
村商务信息服务试点县建设， 为全县

134个行政村配备现代远程教育设备，
实现100%覆盖， 同时为有条件的88个
村级远教站点开通互联网。按照“一周
一短信，一月一采集，一季一对接，半
年一网交，一年一推介”模式，泸溪把
全县所有种养大户、农村经纪人、专业
合作社、 涉农企业的农副产品供求信
息统一上网发布，寻找买家。

互联网连着大市场，泸溪农副产
品网销越来越“风行”。 在今年的全国
农副产品网上购销对接会上，泸溪县
发布供应信息1997条，市场信息1.8万
余条 ，达成意向销售5496万元 ，信息
发布量位列全省第二。

记者在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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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地”里的“摇钱树”

当面听取意见 现场回答问题
怀化市代市长与网民座谈

投入1200万元确保校车安全

供求信息上网 滚滚财源下乡
泸溪农副产品网销闯出一片天

本报11月30日讯 （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王宜斌 欧阳伟平 易新颜 ）
11月25日， 攸县召开非公经济组织和
社会组织党组织集中组建大会， 新建
党组织149个 。 至此 ， 该县在非公经
济组织中已树起267面鲜艳的党旗 ，
实现了党的组织、 党的工作全覆盖以

及县乡两级协调指导机构全覆盖。
在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中 ，攸

县坚持“非公经济组织建到哪里，党组
织工作就开展到哪里”，一手抓党组织
组建，一手抓党组织的规范化建设。对
有3名正式党员以上的非公经济组织
和社会组织全部单独建立党组织，对

党员人数较少的采取挂靠组建、 区域
共建、 多企联建等形式建立联合党组
织。同时，坚持党建带工建、带团建、带
妇建，形成了党群共建、良性互动、资
源共享的工作格局。

该县开展了 “党组织亮承诺， 争
创 ‘五好 ’ 先进党组织 ； 党员亮身

份 ， 争当岗位创新标兵 ； 企业亮形
象， 争创转型增效先锋” 的 “三亮三
争” 活动， 使党组织成为推动企业科
学发展的强大动力。 该县攸州工业园
党工委现已组建园区非公企业党组织
11家， 实现了党建工作与园区发展的
互动双赢。

非公经济组织树起267面党旗攸县

望城

11月28日，
长沙市芙蓉区
西湖社区的200
多名居民聚集
在湖南烈士公
园 ，举行以 “打
开家门，敞开心
扉， 交流感情，
增进友谊”为主
题的“居民见面
会”， 居民通过
织毛衣比赛、快
乐聊天等方式，
相互熟悉，增进
邻里感情。

本报记者
刘尚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