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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多云转阴 13℃～19℃
湘潭市 多云转晴 13℃～23℃

张家界 多云转阵雨 13℃～18℃
吉首市 多云 12℃～23℃
岳阳市 多云 10℃～21℃

常德市 多云 12℃～20℃
益阳市 多云 12℃～20℃

怀化市 多云 12℃～22℃
娄底市 多云 12℃～21℃

衡阳市 阴转多云 13℃～20℃
郴州市 阵雨 13℃～16℃

株洲市 多云 13℃～22℃
永州市 阵雨 13℃～17℃

5
长沙市
今天多云，明天多云间阴天
北风 2 级 13℃～22℃

本报4月5日讯（通讯员 辛文 李英姿
记者 朱章安）以富士康工业新城项目、
欧姆龙手机背光板扩能项目、中兴通讯
全球服务中心项目为核心，衡阳市正成
为内地城市中令人瞩目的电子信息产
业集聚地。 今年一季度，该市电子信息
产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5亿元、工业增
加值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7%、125%。

衡阳市是湘南国家级承接产业转
移示范区重要组成部门。 市委、市政府

在认真分析本地实情后， 认为衡阳在
发展电子信息产业上有知识型劳动
力、开放型外向力、创新型内源力等多
重优势， 决定选择电子信息产业作为
承接产业转移的突破口。 近年来，他们
以“两型”示范园区白沙洲工业园为依
托，加快标准厂房和配套工程建设，开
展了一系列引资引智活动， 成功引进
了富士康、欧姆龙等信息产业巨头。 同
时，将产业链条进行细分，延伸引进关

联企业、配套企业和综合服务企业；推
行精细化服务，在劳务 、物流 、用水用
电、高管留人留心 、政策帮扶 、技术攻
关等方面，提供更周到的服务。

为满足企业用工需求， 衡阳市各
级劳动部门联动， 为企业招聘和培训
员工。 近年来，市财政还安排500万元，
为企业培训输送员工10多万名。 同时，
开通了衡阳至深圳的 “五定班列”，即
定点、定线、定车次、定时、定价快速货

物列车。 还对接深圳盐田国际港口，开
通“铁海联运”。 如今，由衡阳生产加工
的出口型产品通过铁路通江达海，12小
时可到深圳，一周左右可到大洋彼岸。

良好的创业环境， 推动衡阳电子
信息产业井喷式发展。 富士康入驻衡
阳白沙洲工业园4个月，就实现出口加
工贸易总额9.6亿美元；去年，在衡阳实
现销售收入63亿元。 而紧随富士康之
后，已有近30家配套及相关企业进驻。

本报4月5日讯（记者 刘勇）新晃侗
族自治县大力发展黄牛养殖，带动3万
多名农民脱贫致富， 走出了一条产业
化扶贫的新路子。 在前不久召开的省
委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 新晃作为全
省7个先进典型之一，介绍养牛脱贫的
经验。

新晃拥有120万亩草山草坡，旱杂
粮、农作物秸秆资源丰富，农民群众历

来也有养牛的习惯。 该县瞄准优势、突
出特色， 出台加快发展肉牛产业的意
见，对养牛农户实行“三优先”政策：贷
款优先、建栏用地优先 、用材优先 ；对
养殖5头以上能繁母牛的农户，按每头
900元的标准实行奖补。 仅去年，该县
奖补兑付资金就达188.64万元 ，305户
养牛户受惠。

同时 ， 新晃积极扶持龙头企业 ，

带动农民发展黄牛养殖。 通过提供贷
款贴息和基地建设扶持， 支持老蔡食
品公司按 “统一建栏、 统一饲养、 统
一改良、 统一防疫、 统一服务、 分户
管理” 的模式， 在方家屯乡枫树屯村
建设能繁母牛养殖小区， 带动70多户
农户养殖黄牛400多头 ， 并将此模式
逐步扩大推广到全县17个贫困村。 支
持嘉信食品公司以 “免费供牛、 分户

养殖 、 订单回收 、 按重付酬 ” 模式 ，
在全县21个贫困村建立肉牛育肥小
区 ， 带动600多户农民养殖黄牛4000
多头。

目前， 新晃养牛总量达13.8万头，
年出栏肉牛5万头，“新晃黄牛肉”被列
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去年，该县养牛
产值达3.6亿元，3万多名农民因此脱贫
致富。

本报4月5日讯（记者 李文
峰 通讯员 谭伟平 张兴林
罗颖 冯芳芳） 今天上午，炎
陵县鹿原陂云开天晴。 以“龙
腾盛世，祈福炎陵”为主题的
壬辰清明炎陵县社会各界祭
祀炎帝陵典礼， 在炎帝陵金
碧辉煌的神农大殿前举行 。
除保留炎帝陵祭祖大典传统
仪程外， 这次还推出了 “龙
祭 ”、 “乐 祭 ”、 “文 祭 ”、 “花
祭 ”、“网祭 ” 等新的祭祀形
式。

作为 “全球最具影响力
的十大根亲文化盛事”之一，
炎帝陵祭祖大典已成为涵盖
音乐、舞蹈、文学等多种形式
的综合性文化品牌。 炎帝为
“龙祖”，龙年祭龙祖，“龙”字
当先。 记者现场看到，炎帝陵
祭祀入口广场阙门前一对气
柱巨龙腾空欲飞， 在庞大仪
仗队中有三人龙、九节龙、15
节龙、50节长龙等炎陵特色龙， 幡旗
上共有9999条锦绣龙，祭祀大殿前阶
10根石雕巨柱上布龙缠绕盘桓，殿内
四壁9999条彩绘龙活灵活现。

为全面凸显 “龙”的元素 ，在 “乐
祭”中，千人合唱团颂唱《祭炎帝》后，
首次组织万人合唱同一首歌《龙的传

人》。 “文祭”以“洣水龙腾”为总揽，展
现美丽幸福新炎陵。 “文祭”毕，来一
金龙“点睛”之笔，再由2000年出生的
9名龙男 、9名龙女与参祭人员一起 ，
放飞2012只印有龙形图案的氢气球，
炎帝陵顿时“祥龙呈瑞”。 接着，神农
鼓点越敲越急，唢呐声声清亮悠远，3

条 “中华龙”3字造型的布龙腾挪扑
闪，中间拱起高高的 “龙门 ”，参祭人
员步入炎帝陵殿午门 ， 拜谒炎帝陵
墓。

此外，这次祭祀还以“花祭”、“网
祭”的特殊方式，表达对炎帝的景仰
之情。

冷水江城建扩容提质
大力建设城东生态新城
本报 4月 5日讯 （记者 段云行

通讯员 谢立松 周俊）行政 、文化 、休
闲、商贸物流、金融……正在兴建的冷
水江市城东生态新城， 将成为现代化
的行政新区、文化新区、生态新区。 记
者今天从冷水江市获悉， 该市将加速
推进城东生态城建设，扩容提质，为城
市“强筋壮骨”。

立足城市依山傍水的特点， 冷水
江大力实施城市东扩战略， 在老城区
东边的毛易镇群丰村规划10平方公里
建设城东生态新城。 经过近两年的建
设，主要骨干路网基本成形，新行政中
心已经封底，年底即可进驻办公。

本报4月5日讯 （通讯员 李劲宏
宋财友 记者 郭云飞）记者今天获悉，
到目前， 南县12个乡镇、162个村早稻
集中育秧秧田面积近6000亩， 可抛栽
大田面积11.52万亩， 占到全县早稻播
种面积的23%。 同时通过集中育秧，全
县早稻播种面积增加2万亩。

怀化医专毕业生走俏
毕业生签约及达成意向达1590人

本报4月5日讯 （通讯员 李佑成
杨琼 肖怡伟 ） 近日 ， 怀化医专举行
2012届毕业生招聘会，300余家用人单
位携5665个就业岗位与怀化医专3173
名毕业生进行了面对面沟通。 至3月29
日统计，该校毕业生现场签约及达成就
业意向达1590人，专业对口率达到95%。

本报4月5日讯 （记者 王文隆
通讯员 周学林） 长沙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和长沙市公务员局
面向全省公开选调工作人员10名，
报名已于今天开始，4月11日截止。

据悉，长沙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面向全省公开选调工作人
员6名，其中文秘岗位4名、法律岗
位2名； 长沙市公务员局选调工作
人员4名，其中法律岗位2名、文秘
岗位1名、计算机岗位1名。

报 考 人 员 从 长 沙 考 试 网

（www.csks.gov.cn）、 长 沙 人 才 网
（www.cshr.com.cn）、 长沙市劳动
和 社 会 保 障 政 务 网 (www.csldbz.
gov.cn）上下载 《长沙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及长沙市公务员局
公开选调工作人员报名登记表》，
按照要求据实填写。报名采取现场
报名和传真报名的方式进行，现场
报名地址：长沙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办公楼人事处1808室（长沙
市芙蓉中路一段669号 ）； 报名传
真：0731-84907960。

清明6万游客游凤凰
实现旅游收入4637万元
本报4月5日讯 （通讯员 黄晓军

葛健 记者 彭业忠）今天，记者从凤凰县
旅游局了解到，清明小长假，该县各大景
点一派火爆景象，共接待国内外游客6.39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4637万元，门票收入
215.3万元，均创新历史新高。仅4月3日这
一天，凤凰古城就涌入3.1万名游客。原汁
原味的苗族民间文艺表演，上刀梯、下火
海等苗族特技绝活和充满苗家风情的乡
村自然风光，让游客们流连忘返。

泸溪司法所实现“八有”
各项基础设施完善

本报4月5日讯 （通讯员 李焱华
吴兴兵 黄明发） 笔者今天从湘西土家
族苗族自治州司法局获悉，泸溪县司法
局最近被司法部评为全国司法所建设
先进单位。 近年来，泸溪县投入260多万
元，完成了15个乡镇司法所建设，完善
了各项基础设施，达到有机构、有领导、
有人员、有场地、有经费、有制度、有考
核、有奖惩的“八有”标准。

本报4月5日讯（记者 彭彭 张
新国 ）永州市 “平安社区 ”创建暨
“守护平安·干净社区”大型主题活
动启动仪式近日在永州市八中隆
重举行。 启动仪式上，永州市首届
“十佳拥警市民”代表、小学教师杨
小专宣读了“守护平安·干净社区”
倡议书，鼓励广大市民积极参与到
“平安社区”创建中来。

近年来，永州市在社会管理创
新上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和
尝试。他们在全市各社区成立社会
治安志愿者服务队， 宣讲法律法
规，维护社区平安。 服务队队员由
热心公益事业的市民志愿组成，他
们来自各行各业。82岁高龄的法制
宣传员邝秀潭撰写禁毒宣传讲稿
20余万字，作报告2000余场 ，社会
各界听众达10万人次，制作展出宣

传墙报100余期……今年是邝老退
休的第20个年头，也是他担当志愿
者的第20年，当被记者问到还会不
会继续把这份志愿普法事业做下
去时，邝老的态度很坚决，“我有一
颗诚挚的心，一定要在有生之年为
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

永州市冷水滩公安分局还在
全省公安系统首创“1311社区警务
模式”， 即1名社区民警和3名社区
专职治安员，带领1支社区夜巡队，
管理1群治安楼栋长， 维护社区治
安。 “1311”模式推行后，辖区命案、
两抢一盗等刑事案件发案同比大
幅下降，群众对公安工作和队伍的
满意度大幅上升。在2011年下半年
的全省公众测评中，冷水滩公安分
局公众安全感及警察队伍评价同
比上升了38名。

龙腾盛世 追终慎远

炎陵各界寻根祭龙祖

长沙两部门
全省选调10名工作人员

南县力推早稻集中育秧
集中育秧秧田近6000亩

富士康、欧姆龙、中兴通讯等行业巨头入驻

衡阳信息产业“井喷”

新晃3万农民养牛脱贫
养牛13.8万头，年产值3.6亿元

用创新集聚社会力量

永州创建“平安干净社区”

江豚保护摄影展岳阳开幕

■新闻集装

本报记者 段云行
通讯员 罗绍基

拄着拐杖提水， 四肢着地爬
山种地，给97岁瘫痪老父喂食、擦
身 、洗澡 、接屎 、端尿……这是77
岁老汉罗保山和75岁老伴奉华英
每天必做的事情。 在新化县文田
镇石羊村高山陡坡上3间破败不
堪的板屋里， 罗保山夫妇就这样
25年如一日， 演绎着感动邻里乡
亲的孝爱故事。

30年前， 年近五旬的罗保山
夫妇老年得子，起名罗樟清。 1987
年， 一次意外事故打乱了小家庭
平静。 这年，老父在劳作中不慎摔
伤，下半身终身瘫痪。 刚刚温饱的
一家不但因事故返贫， 照料病残
父亲，也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往后的日子里， 夫妇俩将日常工
作做了分工， 丈夫承担田土里的
粗活， 妻子负责照料年幼的孩子
和病床上的公公。 孩子一天天长
大，慢慢地，在课余时间和节假日
能给父母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了。 但岁月不饶人，老年得子的罗
保山夫妇俩， 自己衰老的速度远
比孩子的成长来得快。

2002年，为了缓解经济压力，
高中毕业的罗樟清去了深圳打
工，剩下3位夕阳老人在深山板屋
里相依为命。 这期间，夫妇俩越来
越老，田里土里的粗活，越来越力
不从心，照料老父，奉华英也觉得
一天比一天难。 上高山陡坡种庄
稼， 罗保山常常四肢着地爬坡劳
作；一日三餐烧茶煮饭，奉华英不
得不拄着拐杖行走200多米山路
提水。 给老父挪身洗澡等工作，也
只能夫妇俩一起才能完成了。

尽管生活越来越艰难， 但夫
妇俩对老父的护理丝毫没有松
懈。 一日三餐，奉华英都会热热乎
乎给公公喂饭， 然后才张罗着自
己用餐；老父嗜酒，夫妇俩定期请
酿酒师到家里酿造米酒满足老父
要求；晴日里，夫妇俩连抬带抱将
老父挪至屋檐下享受日光浴 ；睡
觉前，夫妇俩都会给老父擦澡、洗
脚。 在夫妇俩精心调理下，年近百

岁的老父亲罗求万至今神清气
爽、鹤发童颜。 人前人后，罗求万
老 人 总 是 昵 称 儿 媳 奉 华 英 为
“崽”， 他自称是天底下最幸福的
人。

今年春节， 罗樟清携妻儿回
乡过年， 切身感受了家里的处境
后， 执意要留下照顾3位老人，却
被父母亲拒绝了。 罗樟清向邻里
们表示， 他为常年在外谋生未回
家尽人子之孝而惭愧。 他真诚告
诉大家， 他和家中天天保持电话
联系，一旦父母挺不住了，他会随
时辞工回家， 会像父母服侍爷爷
一样服侍好3位老人 ，让 “屋檐水
点点滴在原地”。

除了孝敬父母外， 罗保山夫
妇还与邻为善、乐于助人。 村里办
公益事业，只要为首者一句话，夫
妇俩都有求必应； 夫妇俩宁愿节
衣缩食，却从不向政府伸手；当乡
邻赞赏夫妇俩的孝心时， 奉华英
老人轻描淡写地说：“这算什么!我
们只是在做一个儿子、 儿媳应该
做的事啊！ ”

中国新闻名专栏■老百姓的故事

新化石羊村，70多岁的罗保山夫妇悉心照顾97岁瘫痪老父———

人间真情，在深山板屋里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淌淌淌淌淌淌淌淌淌淌淌淌淌淌淌淌淌淌淌淌淌淌淌淌

4月 5日 ，由
湖南日报驻岳阳
记者站、 岳阳市
江豚保护协会联
合主办的 “留住
江豚微笑， 保护
母亲湖” 大型环
保图片展在岳阳
市 百 盛 广 场 开
展，展出了100多
幅反映江豚和环
保内容的图片。
彭宏伟 徐亚平

摄影报道

本报4月5日讯 （记者 陶小爱
通讯员 邓利良 陈玲玲 陶芳芳）
今天，宁乡县2012年工业经济工作
大会召开。 会上，宁乡县拿出千万
元重奖工业发展有功之臣 ，126家
企业和125名个人荣获表彰。

2011年，宁乡县工业经济实现
了“十二五”精彩开局，工业总产值
跨越千亿元大关， 达到1208亿，居
全省县域第二， 同比增长37%；连
续4年荣获湖南省加速推进新型工
业化红旗单位、一等奖。 2011年，该
县荣获全国食品工业强县称号，经
开区获批国家级再制造产业基地，
金洲新区获批国家节能环保新材
料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

会上， 加加食品等126家企业

负责人和三一汽车起重机机械有
限公司总经理戚建等125名个人走
上了颁奖台。今年1月，加加食品集
团成功登陆深交所。作为该县首家
上市企业，加加荣获企业上市融资
奖，获100万元奖金。 2008年落户金
洲新区的三一起重机新产业园 ，
2011年实现销售50亿元， 利税5.7
亿元，同比增长119%。 负责人戚建
此次被授予杰出企业家奖，奖金50
万元。

宁乡县自2006年起，连年对工
业经济发展有功之臣给予表彰奖
励。宁乡县委书记黎春秋说，“兴工
强县，是事关宁乡经济社会发展全
局的首要战略。重奖工业发展有功
之臣，令人信服，让人心动。 ”

宁乡千万元重奖有功之臣
126家企业和125名个人获表彰

4月4日，民警在清理占据了半个路面的建筑垃圾，给出行车辆腾出
路面。 清明期间，邵阳市交警支队223名民警放弃休息，加强对市区周边
路段的交通疏导，确保畅通。 简陈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