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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多云 5℃～12℃
湘潭市 多云转阵雨 5℃～12℃

张家界 阴转多云 6℃～12℃
吉首市 阴 6℃～12℃
岳阳市 多云 6℃～12℃

常德市 阴转多云 5℃～14℃
益阳市 多云 4℃～13℃

怀化市 多云 4℃～12℃
娄底市 多云 5℃～12℃

衡阳市 多云 7℃～13℃
郴州市 阴转多云 6℃～15℃

本版责编 喻文杰 版式编辑 刘岳 责任校对 胡永龙

市州新闻

株洲市 阵雨转多云 7℃～12℃
永州市 多云 7℃～14℃

5
长沙市
今天，多云，明天，阴天转阵雨
北风 ２ 级 3℃～13℃

本报2月19日讯（记者 刘凌 通讯
员 梁艳）今年46岁的戴煜 ，师从黄伯
云院士 ，2006年成立湖南顶立科技有
限公司 ， 打造了世界首条纳米WC/
CO复合粉末生产线，去年，公司产值
突破1亿元，产品远销欧美，成为长沙
新材料产业集群的一匹黑马。 在16日
举行的长沙市技术创新大会上， 一批
“顶立科技”这样的企业被推举为“长

沙创造”技术创新的典范。
近几年来，面对工业基础薄弱、总

量不大的“先天不足”，长沙市依托省
会众多的科研院所和雄厚的人才资
源，出台一系列政策，促进“产学研政
金”紧密结合，强力推进工业经济加快
自主创新进程。到目前，长沙市已建立
国家、省、市三级企业技术中心269家。
在企业创新体系的引领下 ，“长沙创

造”精彩纷呈：实施技术创新项目1500
余项，总投资突破400亿元 ；创新产品
大量涌现，去年，新产品产值对工业总
产值的贡献率达29.1%，企业申报专利
7555项，同比增长77.51%；品牌影响日
益扩大，全市工业“中国驰名商标”达
58件，居中部省会城市之首。

随着技术创新的风起云涌， 长沙
工业开始由 “长沙制造” 向 “长沙创

造” 大步迈进， 在中国工业版图上原
本默默无闻的 “长沙工业板块” 迸发
出强劲的后发优势。 数据显示： 2011
年， 长沙工业总产值突破7000亿元 ，
较 2006年的 1300亿元猛增 5000多亿
元， 5年间， 长沙超越了西安、 昆明、
哈尔滨、 长春等7个省会城市 ， 在全
国省会城市的排名， 由原来第15位上
升到第8位。

本报2月19日讯（记者 匡玉 通讯
员 谭顺之 宁一龙）2月16日， 衡南县
经济工作会议落幕。 走出会场的三塘
医院院长谢君兴奋地告诉记者：“县委
提出要把县城云集镇建成衡阳市最美
县城，目标实在，鼓舞人心，表达了100
多万衡南人民的心愿。”

衡南县直机关原先寄居在衡阳市
城区一角， 是我省最后一个没有县城
的县。2003年底，该县将县治从市区迁
至云集镇。 自此， 衡南人民举全县之
力，走上了建城、旺城、富城之路。他们

坚持高起点、 高标准规划， 去年下半
年，又请来全国相关领域的专家教授，
对县城规划进行了第3次修编。 通过8
年不懈努力，目前，云集镇已完成总投
资近60亿元，9.8平方公里中心城区基
本建成，常住人口达6.2万余人。

云集镇三面环水，地势平坦，交通
十分便利， 邻近多条高速公路和国道、
省道。衡云快速干道已动工建设，竣工
后， 从云集乘车15分钟就可到达高铁
站，20分钟可进入衡阳市区。 南岳机场
坐落在云集镇， 已开工建设，2013年投

入使用后，将使云集交通由“高铁”迈入
“高飞”时代。已启动的云集1000吨级码
头建设和土谷塘航电枢纽工程，将大大
提升云集镇城市品位。县里今年将集中
财力， 加快将衡南一中搬迁到云集镇，
并推进云集广场、霞客公园、洛夫文学
馆等工程项目建设，积极创建“省级园
林县城”、“省级卫生县城”、“省级交通
平安畅通县城”。多举措支持文化旅游、
电子商务、 社区服务等新兴产业发展，
使其成为县域经济重要支柱。

同时， 将县城北片作为亮点工程

和精品工程， 引进战略投资者进行整
体开发，打造集高档住宅、商业广场、
五星级酒店、观景绿道、亲水平台于一
体的湘南“最美小区”。进一步扩大绿
化面积， 今年将完成县城主次干道和
主要小区的全面绿化， 完成沿江风光
带、云集大道、机关单位及骨干企业夜
景霓虹灯建设。 完成中心绿化轴D段
建设，启动中心绿化轴E段及东岸沿江
风光带建设。采取财政支持、多渠道融
资方式， 建成近10处居民文化娱乐休
闲场所。

本报2月19日讯（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黄松柏 周湘益 高赛）2月
14日，汨罗市市长周金龙从全国首
届国土资源节约集约模范县 (市）
表彰大会上捧回“首届国土资源节
约集约模范县(市）” 匾牌。

自2010年始 ， 汨罗市充分发
挥国土资源节约集约在稳增长与
调结构 、 保障发展与保护资源 、
积极主动服务与严格规范管理中
的作用 ， 积极探索节约集约利用
土地资源的新途径新模式 ， 着力
推进国土资源节约集约社会共识，

促进两型社会建设 。 他们把节约
集约利用土地纳入全市经济社会
发展综合评价体系 ； 出台并实施
了一系列促进国土资源节约集约
利用的有效措施， 将 “城市矿产”
与国土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深度融
合 。 针对工业园区部分企业土地
及厂房被闲置的问题 ， 出台政策
对关停企业 “二次开发”、 新入园
企业租赁或收购关停企业闲置土
地 、 建设多层厂房的企业实行奖
励 ， 园区 3年节约利用工业用地
2200多亩。

本报2月19日讯（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卿媛霞） 为切实加强村级
民主监督工作，完善村务公开和民
主管理制度，进一步推进农村党风
廉政建设 ，近日 ，攸县全面推行村
务监督委员会制度，制订并出台了
具体实施办法。

据了解，攸县推行村务监督委
员会制度，将使全县农村有效整合
民主理财小组 、 村务公开监督小
组 、村纪检小组等 ，形成以村党组
织为领导核心、村民会议或村民代
表会议为决策机构、村民委员会为
执行机构、村务监督委员会为监督
机构的村民自治机制。 县纪委监督
部门的同志介绍，村务监督委员会
由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选举
产生 ，一般设委员3名 ，其中主任1

名 。 委员候选人严格按照推荐提
名、村党组织酝酿、乡镇纪委审查、
张榜公示、村民选举5个步骤进行。
推荐提名可由村党组织推荐、村民
代表联名推荐、 村民自荐报名，乡
镇党委派员参与推选大会并全程
监督， 选举结果报乡镇党委备案。
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实行回避制
度 ， 不得由村党组织和村委会成
员、 村民小组长及其近亲属担任。
在工作职责上，村务监督委员会全
面履行对村务决策 、执行 、公开全
程监督， 重点监督村级重大决策、
党务村务公开、 村集体 “三资”管
理、村干部廉洁履职等。 村务监督
委员会成员充分享有知情权、参与
权 、监督权和建议权 ，并履行相应
义务。

本报2月19日讯 （记者 徐荣）
14日下午 ，湘潭市政府宣布 ，该市
将于2月20日在河西车站路、 韶山
中路、 建设北路合围的三角区域，
开建河西商务区平战结合人防工
程。 这3条道路在1年内完成路面提
质改造，恢复通车，全部工程2年内
建成投入使用。

湘潭市河西车站路 、 韶山中
路、 建设北路合围的三角区域，是
该市河西城区人流、车流和商贸最
集中的地方，也是水、电、气等城市
地下管网布局的中枢。 湘潭长途汽
车站 、市公交汽车总站 、霖园天桥
等都坐落在该区域。 由于道路承载
能力有限， 基础设施不太配套，这
片区域的交通拥堵、经营环境不佳

等问题一直未得到根本解决。
经过2年的调研论证， 湘潭市

政府决定，在这片区域建设河西商
务区平战结合人防工程，总投资约
7亿元。 根据规划，工程合围路段总
长1800米， 地下开发面积约5万平
方米，配套建设720个停车位，共设
40个人员疏散口 、9条人行过街通
道、3个地下人流集散厅。 平时作为
地下商业步行街，战时作为隐蔽掩
体。

随着霖园天桥拆除、湘潭长途
汽车站和市公共汽车总站搬迁，这
一片区的地上将是改造一新的城
市广场，地下则是四通八达的人行
通道和休闲、购物客厅。 届时，将实
现人车分流，终结交通“肠梗阻”。

2月18日，在龙山县苗儿滩镇捞车村土家织锦传习所，中国织锦工艺美术大师、土家织锦传承人刘代娥（前右）给土家姑
娘传授技艺。当地很多村民通过土家织锦走上了发家致富的道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积极学习土家织锦技艺。 梁涛 摄

会同千名党员
干部下乡助耕

本报 2月 19日讯 （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蒋茂书 欧
宗发 梁紫晖） 初春时节 ， 会
同县农村随处可见干群忙着备
耕的场景。 2月16日 ， 记者在
该县岩头乡白社村农业综合开
发建设现场看到， 县农业综合
开发办技术人员正在指导村民
修建防洪堤。 目前， 全县有近
1000名党员干部活跃乡村， 为
群众送技术 、 送政策 、 送服
务。

针对当前农村缺乏劳力 、
信息、 技术、 政策等实际， 会
同县组织党员干部组建了春耕
备耕援助小分队， 深入农村开
展援助活动。 农机部门成立了
维修小分队， 走村串户， 为村
民检修农机具， 讲解农机维修
使用常识。 农业科技人员送去
农业新技术 ， 推广农业新品
种。 质监部门工作人员帮村民
识别假农资， 严查坑农害农行
为。 水利部门工作人员深入水
利建设工地， 指导农民建设 、
修复水利设施。 供销部门千方
百计调运各类农资， 并组织人
员送货上门。 目前， 全县党员
干部已帮农民检修各类农机具
200多件， 举办各类政策咨询
会16场 ， 发放各类科技资料
6000多份， 提供各类技术服务
400多次， 化解涉农矛盾纠纷
30多起。

本报2月19日讯（通讯员 李光
荣 姚勇刚 冷卫民 记者 杨军）近
日 ， 记者从益阳市有关部门了解
到 ，经积极努力 ，国家世纪爱晚工
程湖南爱晚中心已确定落户益阳
市东部新区。

国家世纪爱晚工程是建立和
完善中国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 ，
实现 “老有所养 ， 老有所医 ， 老
有所教 ， 老有所学 ， 老有所为 ，
老有所乐”、 促进社会和谐的一项

重大工程 。 根据国家有关规划 ，
将在全国20个中心城市建设爱晚
中心 。 目前 ， 已在北京 、 上海 、
山东、 海南、 福建、 山西、 广东、
浙江 、 贵州 、 四川等省 、 市启动
爱晚中心建设。

湖南爱晚中心项目初步选址
益阳东部新区银发产业园，总用地
4.3平方公里， 总投资约40亿元，实
行统一投资、统一规划、统一建设、
统一营销、统一管理。

本报2月19日讯 （记者 姚学文
通讯员 彭中华 ） 新学期开学了 ， 双
峰县五中高二189班贫困学生曾艳特
别开心， 因为就在前几天曾国藩学堂
在双峰进行的学堂成立两周年暨爱心

助学活动上 ， 她不但获得该学堂500
元的爱心款， 一位爱心人士还当场决
定赞助她完成高中及大学学业所有学
费， 这笔费用总额将达10万元以上。

出生在荷叶镇石鱼村的曾艳， 父

母都体弱多病 ， 家庭经济相当困难 。
懂事的曾艳学习特别用功 ， 成绩优
异， 担任班长， 并多次被评为优秀干
部和三好学生 。 了解到曾艳的情况
后 ， 曾国藩学堂的负责人黄菊芳女
士， 马上联系爱心人士帮助她。

这次爱心助学活动中， 和曾艳一
样幸运的， 还有11名贫困学子， 每人
获得了500元以上的现金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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