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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4日讯 （记者 刘勇 通
讯员 武深树） 今天在长沙召开的全
省养殖业工作会议部署， 2012年我省
将以规范养殖行为为重点 ， 扎实推
进标准化规模养殖 ， 确保畜禽水产
品质量安全。

标准化生产是发展规模养殖的

本质和核心。 2012年， 我省将以60个
生猪调出大县为重点 ， 大力发展标
准化规模养殖， 强化粪污综合利用，
提升生猪养殖水平， 稳定生猪生产。
省畜牧水产局负责人称 ， 将整合标
准化规模养殖扶持资金 、 生猪调出
大县奖励资金、“菜篮子”工程扶持资

金 ， 按照 “畜禽良种化 、 养殖设施
化、 生产规范化、 防疫制度化、 粪污
处理无害化 ” 的要求 ， 对畜禽规模
养殖场的基础设施进行标准化建设，
重点推进中等规模场 （户 ） 的改造
和提升 。 2012年 ， 全省将重点创建
150个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 带动

全省生猪规模养殖水平提高到68%；
以环洞庭湖生态渔业经济圈建设为
重点， 标准化改造10万亩精养鱼池，
改善养殖环境和生产条件。

同时， 省畜牧部门将继续组织开
展 “瘦肉精”、 水产品、 生鲜乳等专
项整治行动 ， 强化市场准入 、 检验
检测 、 查处曝光 、 督导检查等综合
整治措施 ， 努力提升畜禽水产品质
量安全水平 ， 确保不发生重大畜禽
水产品质量安全事件 。 推进动物疫
病综合防控 ， 培育饲料 、 肉类加工
龙头企业， 加快良种繁育体系建设，
健全养殖资源养护补偿机制 ， 提高
全省养殖业整体水平。

本报1月4日讯（记者 刘勇 通讯
员 武深树） 记者从今天召开的全省
养殖业工作会议获悉 ：2011年度 ，我
省生猪年出栏突破8000万头大关，达
到8060万头，同比增长1%。

过去一年，生猪价格冲高回落。据

省畜牧水产局抽样调查， 毛猪价格去
年冲高至每公斤19.8元，肉价最高达到
每公斤38元。 生猪等农产品价格的大
幅上涨， 成为CPI上升的主要推手。进
入四季度后， 由于生猪出栏量稳步放
大，生猪价格逐渐回落。省商务厅上周

的市场监控表明， 长沙市场的肉价每
公斤27元，回归合理利润空间。

为确保生猪供应，省畜牧部门主
抓标准化规模养殖。去年全省生猪产
业发展扶持资金超10亿元，重点支持
60个生猪调出大县，新建、扩建近4000

个生猪规模养殖场（小区），全省生猪
规模养殖户达到36万户，其中年出栏
生猪500头以上的大户2.4万户， 生猪
规模养殖的比重占 “半壁江山 ”。至
2011年底，全省生猪存栏4770万头，同
比增长3%。

本报1月4日讯 （记者 秦慧英
唐爱平） 轨道交通牵引变流器一直
是国产轨道交通生产企业的短板 。
近日， 从南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
（简称 “南车株洲所 ” ） 传来好消
息， 随着这家公司轨道交通牵引变
流器产业化提升项目的全部建成并
投入使用， 标志着南车株洲所在这
一产业领域实现突破并掌控全套核
心技术， 且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南
车株洲所表示， 此项目将为轨道交
通变流器及配套新增产值40亿元 ，
新增税收1.6亿元。

南车株洲所相关负责人介绍 ，
轨道交通牵引变流器产业化提升项
目的投入使用， 可使变流器等相关
项目成果的成本大幅降低 。 一方
面， 由于自主研发的同类产品推向
市场， 国外厂商不得不降低对我国
出口产品的售价， 从而降低国家采
购进口产品的成本， 平均降幅达到
30%以上； 另一方面， 随着项目的
实施以及关键器件的配套生产 （如
IGBT大功率半导体等）， 轨道交通
牵引变流器及控制系统产品国产化
率将不断提高， 比例可从当前70%
提高到90%以上。 “未来在国际市
场上， 南车株洲所将凭借其成本优
势以及在技术升级、 拓展应用等方
面的优势 ， 与跨国公司如西门子 、
庞巴迪、 阿尔斯通等同台竞技， 具
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和巨大的经济 、
社会效益。” 这位负责人称。

根据我国 《中长期铁路网规

划 》， 到2020年 ， 我国铁路营业里
程将达到12万公里以上， 将建成发
达完善的铁路网。 铁路建设投资巨
大， 为了替代进口， 对于关键技术
和部件产品， 需要逐步建设拥有我
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设备产业化
生产基地， 有效减少铁路建设工程
及其后期维护投资和成本。 业内人
士表示， 南车株洲所这一项目的建
设， 可为我国轨道交通牵引变流器
传动与控制系统创新能力上台阶 、
上水平提供条件， 并可因此摆脱国
际社会对本行业的约束。

据介绍， 轨道交通大功率牵引
变流器及 IGBT等相关核心部件产
业， 属于国家及湖南省战略性新兴
产业。2006年以来，南车株洲所持续
加大对轨道交通牵引变流器产业化
提升项目的投资力度， 打造大功率
轨道交通牵引变流器及控制系统相
关产业领域的 “设计 、制造 、产品 ”3
大技术平台。 通过3大平台建设，南
车株洲所实现了在变流技术产业链
上的全面提升。该项目总投资11.7亿
元， 包括变流器制造中心联合厂房
建设项目、时菱公司合资项目、并购
英国Dynex公司项目、散热技术公司
产业化基地项目等7个子项目。

南车株洲所创始于1959年， 前
身是铁道部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 ，
现为中国南车在湘全资子公司， 是
央企对接地方的典范之一。 2010年
南车株洲所销售收入突破100亿元，
并力争2015年突破300亿元。

本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梁军 蒋纪

近日， 湘阴县妇联给29岁的张
怡颁发“留守儿童知心姐姐”荣誉证
书，张怡腼腆地笑了；她身后一大群
留守儿童也高兴地笑了 。 近8个月
来，孩子们就是通过她设立的“怡子
姐姐”信箱，无数次向她倾诉自己的
心声，感受她的脉脉温情。

2011年4月初，从武汉回湘阴准
备创业的张怡得知本县有所留守儿
童学校，叫黄金学校。去了学校 ，看
到那一张张可爱的脸和那一双双期
待关爱的眼睛， 她便再也放不下那
群孩子。

从此，每两周一次去黄金学校看
望留守儿童是张怡必做的事。 孩子们

都很喜欢她， 亲热地称她为 “怡子姐
姐”。张怡鼓励他们给自己写信，诉说
心声；她精心准备了一个不锈钢信箱，
挂在学校的食堂门口。每隔一段时间，
她会准时去收集留守儿童的心里话。
每次， 张怡总会一封信一封信地仔细
阅读， 再一封封有针对性地回信给孩
子们。8个月间， 她不知不觉给孩子们
写了39封信。

张怡还在湘阴的民间网站 “东
湖边上”论坛也设立了一个“怡子姐
姐信箱”，公布留守儿童的来信和她
的回信内容， 呼吁更多有爱心的人
来关爱孩子。随着网络的传播，越来
越多的爱心人士加入了关爱留守儿
童行列， 为他们带来零食和文具用
品，组织他们玩游戏，看电影。

留守儿童杜庆特别内向， 平时

小孩在一起玩游戏，她总不愿参与，
甚至抵触老师的一些安排。 杜庆在
信中写道：“怡子姐姐， 妈妈把我生
出来就走了 ，我很想妈妈 ，帮帮我 ，
把爸爸妈妈找回来， 每天夜晚我都
在想爸爸妈妈……” 张怡回信安慰
她：“在有条件的情况下， 我们公益成
员会帮你达成心愿的。 你说要我帮你
快乐，而真正的快乐，是来自于你的内
心， 你要告诉自己， 自己能让自己快
乐！”收到回信的杜庆从此对张怡多了
一份信任， 每次见到张怡都会说自己
的心事，脸上也多了久违的笑容。

每次做公益活动，张怡都会带上5
岁的女儿须草。 须草曾吃醋地说妈妈
只喜欢其他小朋友不喜欢自己。 她便
开导女儿：“你也是个小义工啊， 要帮
妈妈一起去照顾其他小朋友。”

1月4日， 中山大学的教授学者在古堡碑前研究取证。 当日， 该校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的教授、 学者来到宜章
县， 调查、 研究当地历史， 发掘南岭地区对于中国历史的重要价值。 李茁 摄

本报1月4日讯 （记者 蒋剑平 冒
蕞 通讯员 饶兴军 刘东广） 近日，在
城步苗族自治县南山国家风景名胜区
（南山牧场）， 全省最大风电场———城
步（大唐华银）南山风电场一期工程竣
工，二期开发同步启动。据了解，这是
我省第二个正式投产的风电场。

南山牧场海拔高、 风电资源十分
丰富。 南山风电场由大唐华银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独资建设， 总装机约18万
千瓦 ，分4期开发 。一期装机4.95万千
瓦，安装25台风力发电机组，去年10月
首台机组并网发电， 去年12月30日25
台风机全部并网发电。

近日启动的二期工程， 设计总装
机容量4.95万千瓦， 安装25台风力发
电机组， 项目计划总投资4.5亿元，预
计2013年12月投产。 南山风电三期可
研报告正在编制中，预计“十二五”期
间完成开发。

南山风电场建设， 既是我省和邵
阳市发展新能源和低碳经济的一项成
果，又为号称“中国第一牧场”的南山
牧场增添了新的旅游景观。

熊振扉

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作为岳阳
市城市东扩、 产业发展的前沿阵地，
信访工作连续两年位居全市城区前
列。2011年前10个月， 该区集访率再
次同比下降5.3%，重访率下降10.1%，
信访问题办结率达到98.05%，受到上
级一致好评。

群众的心声，通过畅通
的渠道来表达

该区工委书记胡知荣常说：“群
众之所以上访，是因为他们相信党和
政府。我们不怕信访，怕的是压制信
访，将小问题变成大问题，简单问题
变成复杂问题，个体访变成群体访。”

为此， 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成
立了由主要领导为负责人的信访领
导小组， 建立了区群众来访接待中
心，投入20多万元改建办公场所，使
之达到市级文明接待中心标准 ，各
乡镇也同步建成群众来访接待中心
和综治维稳中心。近年来，该区每周
一安排一名区级领导到区群众来访
接待中心接访群众。2011年以来，区
班子成员接访80多次， 解决群众信
访问题110多件。 同时，2011年该区
还开展了“三联三为”民情大走访活
动，机关干部深入基层2000余人次，
解决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220
余件，进一步畅通了诉求表达渠道。

群众的诉求，通过高效
的机制来落实

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率先在

全市将信访 、 维稳 、 综治工作捆
在一起 ， 纳入全区责任目标管理 ，
并改变过去以信访量为主要指标
的考核办法 ， 代之以信访问题解
决与否为主要指标 。 对信访疑难
问题 ， 该区实行联席会制度 ， 区
乡两级信访工作领导小组每月召
开一次联席会议 ， 协调解决问题 。
按这种思路 ， 全区先后解决了涉
及宅基地 、 土地纠纷等 30多件复
杂个案问题。

该区还对信访工作不落实、 交
办信访事项办理不及时而引发重大
信访事件等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进行
追究 。 近年来 ， 该区先后对2个乡
镇和5个区直部门进行了通报批评，
责成4名乡镇和部门主要负责人写
出书面检讨。

群众的困难，通过发展
的成果来解决

工委书记胡知荣认为 ： 只有
改善民生 ， 才能从源头上减少矛
盾发生 。 为此 ， 岳阳经济技术开
发区近几年把新增财力主要用于
民生 。 如投资近亿元促进义务教
育均衡发展 ， 高标准新建了东城
小学 ， 基本完成了农村学校危房
改造 ； 投资近千万元新改扩建通
海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 乡镇中
心医院 ； 调整城乡低保月人均补
差 ， 分别达到180元和80元 ， 居全
市前列。 2011年前10个月， 全区发
放城乡低保资金1004.46万元、 农村
五保金151.38余万元、 大病医疗救
助资金 86.5万元 ， 社会保险扩面
4938人。

本报1月4日讯 （记者 李茁 通
讯员 周璐）到目前，长沙市有1305所
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建设了治安巡防
站、 银行网点安装高清环境探头2025
个， 有力地维护了社会大局稳定。这
是记者今天从长沙市公安局获悉的。

据了解，2011年，长沙市公安局针
对单位保卫工作，切实强化了“人防、
物防 、技防 ”建设 。目前 ，全市水电油
气、各大型商场超市和金银珠宝店建
立健全了保卫机构，配备专职保卫人
员实行24小时巡逻值守； 全市城区银
行网点配备保安1498名； 全市2373所
中小学校和幼儿园有1284家配备保
安。长沙市143家2500平方米以上的商
场超市和独立门面金银珠宝店柜台
安装了防砸玻璃。全市175家市级治安
保卫重点单位投入5000余万元用于技
防系统更新换代、维护升级。

本报1月4日讯 （记者 黄纯芳 通
讯员 陆剑南） 记者今天从省纪委获
悉， 中央纪委近日召开全国廉政公益
广告创意征集活动总结表彰会议， 对
获奖单位和作品进行表彰， 我省4件
廉政公益广告作品获奖。

本次全国廉政公益广告创意征集
活动， 是去年4月份由中央纪委宣教
室和国家预防腐败局办公室联合组织
举办的， 主要目的是弘扬廉洁价值理
念， 建设廉政文化。 活动中， 全国共
征集廉政公益广告作品642件， 经过
初评、 复评、 终评， 共评出获奖作品
60件。 其中， 一等奖10件， 二等奖20
件， 三等奖30件。 我省选送的4件廉
政公益广告作品中， 省广播电视台创
作的 《守护承诺》 获一等奖， 株洲市
纪委宣教室创作的 《走好人生路 》、
张家界市广电局创作的 《标尺》 获二
等奖， 省广播电视台创作的 《和谐天
秤》 获三等奖。

全省生猪年出栏8060万头

全省养殖业工作会议部署

重点创建150个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标准化改造10万亩精养鱼池

推进标准化规模养殖

4件廉政公益广告
作品全国获奖

南山风电场
一期并网发电

安装25台风电机组，
总装机4.95万千瓦

长沙千余所学校幼儿园
治安巡防站保安全

群众工作做到位
———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信访工作走笔

中国新闻名专栏■老百姓的故事

深化“央企对接”
助推“四化两型”

省国资委协办

南车株洲所掌控
轨道交通核心技术

同类进口产品采购成本可降3成以上， 国产
化率将从当前70%提高到90%以上

“怡子姐姐”的温情“留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