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定进校园宣传税法
本报4月25日讯 （记者 向国生

廖声田 通讯员 杨帆 罗东）25日，永
定区地税局来到张家界旅游职业学
校，开展“税法宣传进校园”活动，引来
不少路人赞许的目光。 当天税宣小分
队共发放宣传资料2000余份， 参与活
动的师生达3000余人次。 此次活动围
绕税收的含义、 税收的基本特征等内
容对青少年进行税法启蒙和常识教
育， 旨在不断提高青少年的税收法律
素质。

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考察株洲

本报4月25日讯 （记者 周怀立
通讯员 叶新福）“株洲推行绿色出行，
老百姓骑车不要钱， 还可以赚别人的
钱，真是太棒了”、“没想到，株洲这么
迷人， 真令人惊讶” ……4月22日、23
日，1988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约翰·戴
森霍夫夫妇在株洲考察时， 对株洲赞
不绝口。

在株洲考察期间，约翰·戴森霍夫
与株洲市领导一起探讨了重工业城市
发展高新技术和运用生物技术解决土
地污染、工厂灰尘、水质净化等问题。

本报4月25日讯 （记者 姚学文）
23日，长沙市教育局组织省会主要媒
体记者走进明德华兴中学、周南实验
中学和长沙市实验中学，开展集中采
访，拉开了该市为期一个月的 “身边
的好学校”主题宣传活动。

为缓解日益白热化的 “上学难”
和“择校热”，近年来长沙市加大了推
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力度 ，3年投
入资金36亿元，撤弱并强学校217所，
扩容新建学校156所， 仅此一项就扩
充学位9万余个。同时，通过推行省级

示范性普通高中对口支援公办中学、
新建配套学校一律由省级示范性学
校托管等办法，大大扩充了优质教育
资源。目前，长沙市新增优质初中学
位达14000个， 优质教育资源的覆盖
率达到了80%。

这次主题宣传活动 ， 旨在让市
民更多了解这些新增优质学位 ， 理

性选择 “身边的好学校”。 据悉， 这
次纳入宣传的 “身边的好学校”， 共
有51所， 其中初中27所、 小学24所。
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特色 ， 既有明
德华兴中学、 周南实验中学和长沙
市实验中学等初高中剥离的优质初
中， 也有长沙外国语学校和长沙市
十一中学等办学特色鲜明的学校。

本报4月25日讯（通讯员 欧阳
权 蓝曙光 记者 周小雷） 针对今
年可能出现的极端恶劣天气，昨天
上午，炎陵县人武部组织民兵应急
分队，在茶陵青年水库进行冲锋舟
皮划艇救援演练。

尽管天降瓢泼大雨，但参演民
兵们依然精神抖擞，在波涛汹涌的

水面上劈波斩浪 ， 进行了紧急出
动、水上编队、水上破障、水上救援
等课目的演练。该县人武部负责人
介绍，选择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救援
演练，极大地增强了民兵执行抗洪
抢险任务的能力 ， 为做好防汛抢
险、最大限度地减少人民生命财产
损失打下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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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
今天多云，明天阴间多云，
北风 ２ 级 15℃～25℃

本报4月25日讯（记者 杨军 通讯
员 张跃飞）近日，益阳市赫山区法院
道路交通法庭通过庭前调解， 不到两
个小时， 就调处了一起摩托车与货车
相撞、 造成摩托车驾驶员身亡的交通
事故赔偿纠纷， 案件双方当事人在调
解书上签了字。

据了解，今年1月至3月底，该法庭
共审结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
126件，其中调解结案103件，占81.7%；
判决结案的，自觉履行义务的21件，移

送执行案件仅2件， 当事人满意率达
100%。其做法得到省委领导肯定，并在
全省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作了推介。

针对目前道路交通事故多发 ，且
当事人多半选择诉讼程序解决纠纷的
情况，去年2月，赫山区法院成立道路
交通法庭， 专门审理除交通肇事罪以
外的机动车交通事故案。 他们通过便
捷快速立案和减半预收诉讼费， 方便
群众诉讼，减轻当事人诉累。同时，将
诉讼活动与交警部门道路交通事故责

任划分、调解、仲裁程序直接对接，提
供立、调、审、执“一站式”服务。

审理过程中 ， 赫山区法院与医
院、 保险公司、 交警部门和其他调解
力量联动 ， 建立案情 、 伤情通报制
度， 争取保险公司同步理赔， 确保伤
者及时得到救治。 还规范了交通事故
案件赔偿标准和范围 ， 统一执法尺
度。 同时， 承办法官加强与案件双方
当事人沟通， 引导双方理性面对业已
发生的事故， 在庭前进行法律解释 ，

做耐心细致的劝解工作。 对部分事实
清楚、 赔偿标的不大的案件， 委托有
关行政机关 、 人民调解组织先行调
解 。 从去年至今 ， 共调解撤诉案件
272件， 调撤率达81%。

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的基础上 ，
赫山法院有关法官还主动与民政、社
保部门协商， 目前已争取救济资金31
万元，为7名事故受害人或其家属解决
生活困难，并为其中3人协调办理了低
保，赢得好评。

本报4月25日讯 (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李青松 ) 路面用长
条形小鹅卵石数层堆砌铺就 ，并
组成各式花样， 少许路段尚能清
晰可见完整的花纹……近日 ，在
沅陵县马底驿乡， 发现一段元朝
古驿道，距今已有700余年。

今天上午， 沅陵县文物管理
所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 古驿道
长约800米、宽3.5米，经考证建于
元朝初年。 它见证了当时沅陵交
通的发达。

据了解， 马底驿乡自古就是
滇黔古驿道的一部分， 其乡名由
古驿道所设“驿、塘、铺”中的“驿”
而来 (六十里为一驿 )，延续至今。
当时古驿道上至昆明、下达京都，
是元朝初年修建的联通内地与西
南边陲的重要驿道。

这次发现的一段古驿道在马
底驿乡集镇上。 驿道两侧排水沟也
是用鹅卵石堆砌而成， 紧密有序。
道旁还有几栋保存完好的清代建
筑， 为上下两层砖瓦木质混合结
构，青砖白壁、飞檐翘角，古风犹存。
驿道旁居民、85岁的张春明老人介
绍， 马底驿一直是周边商品聚集
地，茶叶、木材、农产品等交易频繁。
以前，驿道两侧居民家家户户都有
柜台对外销售日杂用品及山货。 随
着时代变迁及集镇发展，驿道临街
柜台逐渐冷落，现仅存一个。

通讯员 莫蓉 本报记者 郭云飞

近日，27岁的硕士研究生熊凯
应聘到沅江太阳鸟游艇股份有限
公司工作 。 在众多爱心人士帮助
下，这位遭受多年病痛折磨的年轻
人，终于走出了人生低谷。

熊凯是益阳市资阳区人，2007
年从华中科技大学本科毕业后，保
送至大连理工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2009年获得船舶与海洋结构物设计
制造专业硕士学位。不幸的是，上大
学时他被发现患有强直性脊柱炎，
因家庭经济拮据一直未能治愈，去
年开始病情急剧恶化，瘫痪在床。多
年寒窗苦读， 却因身体原因无法走
上工作岗位，熊凯一度焦虑不安。

益阳网友 “爱在心中 ”了解熊
凯的情况后，通过网络发动了一场
爱心救援活动。 在益阳团市委、益
阳医专附属医院及当地义工支持

下，大家积极筹措善款，去年6月帮
熊凯进行了双侧髋关节置换手术。
今年2月，得知熊凯身体恢复良好，
除了不能干重体力活外与常人无
异，社会爱心人士又积极为他联系
工作，使其赢得了到太阳鸟公司面
试的机会。

今年3月下旬， 熊凯面试获得
通过 ， 热心网友的关爱依然在继
续。3月27日，网友“爱在心中”、“月
之潮汐”、“老鼠捉黑猫” 驱车送熊
凯前往沅江太阳鸟公司报到 。3月
28日，网友“老鼠捉黑猫”又带几位
爱心人士， 为熊凯购买了新衣、新
鞋。4月上旬，这些网友再次来到熊
凯家 ，帮他整理行李 ，将他送往公
司上班。众多网友还在网上跟帖留
言，为熊凯送上祝福。

面对网友的鼓励和祝福，熊凯在
网上留言表示，将珍惜来之不易的工
作机会，为企业和社会多做贡献。

通讯员 彭展 童北珍
本报记者 王晴

4月25日下午， 从医院匆匆赶
回的中石化巴陵石化合成橡胶事
业部职工刘云辉 ，眼含热泪 ，对马
玲玲等同事说：“谢谢你们！是你们
救了我妹夫的命！”

4月18日下午， 刘云辉的妹夫
因伤严重失血，在岳阳市第一人民
医院抢救时，输血1.6万毫升后仍血
流不止，必须输入大量具有凝血止
血功能的血小板才能保住生命，情
况十分紧急！

关键时刻，刘云辉拨通自己所
在车间的电话求援，车间领导马上
布置查找与伤者血型相同的职工。
在项目建设工地忙了一天的马玲
玲和刘小明得知自己的血型与伤
者相符后，主动要求无偿捐献血小
板，并火速赶到距厂区20多公里的
市一医院。

5个多小时后，检查结果出来，
马玲玲的血小板计数符合捐献条
件。

次日清早，马玲玲前往医院完
成了近两个小时的血小板采集。由
于血小板储存温度为20至24摄氏
度，当分离了血小板后的低温血液
输回到马玲玲血管时，她感觉到一
阵阵冰凉。

很快，伤者接受了“救命”的血
小板 ，转危为安 。下一步救治得以
顺利进行。

“这是我第一次亲历采集血小
板 ，说实话 ，当时挺害怕的 。”马玲
玲告诉记者，“但后来也没多想，因
为救人要紧，能为遇到困难的同事
帮一点忙，我觉得这样做很值得。”

“职工的困难就是我们大家的
困难 。马玲玲输出的不仅仅是 ‘血
小板’， 还有我们橡胶事业部这个
集体的温暖！” 事业部党委书记谭
晨艳如是说。

本报4月25日讯 （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张景武 覃小欢 黎
明 龙开兵）今天，从靖州苗族侗族
自治县邓恩桉良种繁育基地传出
喜讯，经5年科研攻关和精心培育，
该基地已打破人工繁育邓恩桉树
苗世界级技术瓶颈 ， 成功培育出
5000余株邓恩桉实生苗，使我国成
为除邓恩桉原产地澳大利亚外，第
一个通过自产果实繁育出邓恩桉
实生苗的国家。

邓恩桉是原产澳大利亚新南威
尔士州与昆士兰州间的一种桉树，
树干通直，树体中等偏大，分枝大而
浓密，耐寒能力较强，成熟植株可高
达50米， 是桉树中不可多得的优良
树种，主要用作纸浆原料。目前，在
我国已推广栽培100余万亩。

由于邓恩桉很难开花结实，且

无性繁殖困难，目前世界各国种植
邓恩桉主要依赖从澳大利亚进口
树苗。2008年，靖州寨牙乡汕头村、
芳团村等村引进的邓恩桉相继开
花 ，并结出大量果实 。为破解邓恩
桉人工繁育实生苗技术难题，汕头
村村民、县人大代表鲍从其组织资
金和技术力量，建立了邓恩桉良种
繁育基地。 经近5年科研试验和精
心培育，利用当地种植的邓恩桉结
出的果实，成功培育出5000余株实
生苗，使我国成为澳大利亚外第一
个自产果实、自行繁殖邓恩桉的国
家。据省林业厅科技推广站站长林
睦就介绍，通过这种方式繁育的邓
恩桉 ，不但节约了种植成本 ，还将
大大提高邓恩桉在我国生长的适
应能力，对速生丰产工业原料林的
种植推广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报4月25日讯 （记者 匡玉
通讯员 王一名 阳德华 ） 今天上
午，衡阳市国税法律援助中心与国
税法律援助青年志愿者服务队正
式成立 。据介绍 ，这是我省首个国
税法律援助中心。

近年来，衡阳市国税收入连创
新高。2007至2011年， 共组织各项
税收182.32亿元，年均增长20%。全
市国税系统共有12个单位被评为
省级文明单位 。去年 ，在全市机关
效能建设和优化经济发展环境测
评中，市国税局蝉联第一名。

为满足纳税人日益增长的涉
税法律需求 ， 衡阳市国税系统一
批有法律专业知识的年轻人 ， 发
起成立国税法律援助中心 ， 同时
成立国税法律援助青年志愿者服
务队 。 国税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
员由市局机关和县、 区局5位同志
组成 ， 他们均已通过国家司法考
试 。 国税法律援助青年志愿者服
务队现有13人 ， 他们都是国税系
统的 ， 将通过法律援助中心这一
平台 ， 帮纳税人解决涉税难题 ，
化解涉税矛盾与纠纷。

我是雷锋家乡人
———2012志愿行动

图为古驿道旁保存的民居。
李青松 摄

宁乡再投100亿
做大旅游业

本报4月25日讯 （记者 陶小爱
通讯员 邓利良 陈玲玲 陶芳芳）记者
近日从宁乡县旅游产业发展工作大会
上获悉： 继过去5年投入100亿元开发
旅游后， 该县今明两年， 将再次投入
100亿元做大、做强旅游业。

旅游业已成为宁乡县县域经济发
展新的增长极。近五年，全县实现旅游
收入200亿元，年均增长34.6%。今年一
季度，该县已接待游客人数227.26万人
次，实现旅游收入18.01亿元，旅游人数
和旅游收入居长沙市各县区之首。

“救命”血小板

网友爱心 改变命运

本报4月25日讯 （记者 周怀立 通
讯员 王昆）4月17日至18日，株洲市委书
记陈君文深入炎陵县水口镇水西村，夜
宿农家，走访党员群众，进行民情座谈，
与基层组织党员干部共商发展良策，拉
开了株洲“基层组织建设年”帷幕。

今年， 针对基层党组织存在的突
出问题和薄弱环节，株洲市委以农村、
社区、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
为重点，开展“基层组织建设年”活动。
活动以“强组织、增活力，创先争优迎

接党的十八大”为主题，将开展组织覆
盖、晋位升级、素质提升、常态服务、党
群连心、基本保障、机制创新、党群共
建、品牌示范、典型引领“十大行动”，
提升基层党组织战斗力。

活动中， 株洲市将选派2000名党
建指导员，组建500家非公企业和社会
组织党组织， 并组建500个工会组织、
600个共青团组织、600个妇联组织，实
现党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 并将积
极开展基层组织晋位升级行动， 力争

到年底使“较差”类党组织晋位升级率
达到90%以上。

同时，株洲市把基层党组织建设和
社会管理创新结合起来，依托党员服务
中心和政务服务中心，建立村（社区）群
众服务站，要求在职党员到村（社区）报
到，健全接访下访、民情台账（日记）等
制度，实现群众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经
常化。目前，已组织上万名干部深入基
层“听民声、解难题、抓落实”，并下派
5866名工作队员组成1005个工作队，与

131个乡镇（街道）、1034个村（社区）困
难群众结对帮扶，确保每个村（社区）都
有干部驻点联系、入户走访。

为确保“十大行动”顺利进行 ，株
洲市还建立起财政投入为主、 党费留
存补助为辅、 社会筹集经费为补充的
基层党建工作经费保障机制。同时，启
动240个村级组织活动场所提质改造
工程， 并改扩建社区党组织办公用房
和活动场所28个， 新建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21个。

“十大行动”强化基层建设株 洲

八成交通事故调解结案

靖州破解邓恩桉繁育难题
成功培育出5000余株实生苗

炎陵民兵进行防汛救援演练

壶瓶山重新对外开放
本报4月25日讯 （记者 周勇军

通讯员 贺欣初 李飞） 因基础设施改
造而沉寂3年之久的壶瓶山旅游风景
区，今年“五一”前夕，将以崭新的面貌
恢复对外开放。

壶瓶山旅游风景区地处石门县壶
瓶山镇， 是省内面积最大的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也是全球200个最佳生态区
之一。自上世纪90年代起，这里的“湖
南屋脊”生态漂、“湖南屋脊”登顶游、
“湖南屋脊”休闲游异常火爆，高峰期
每天游客超过1万人次。

娄底制止教育乱收费
本报4月25日讯 （记者 贺威 通

讯员 范丽 唐蔚恺）今天下午，娄底市
通报了3起教育乱收费典型案例，并部
署了下阶段教育收费专项检查行动。

据了解， 娄底市从去年开始开展
制止中小学教育有偿补课专项整治行
动， 教育行政部门对乱收费等违纪行
为进行了坚决查处， 共清理不合理收
费361.74万元，查处了77人。

缓解“上学难”和“择校热”

长沙集中宣传“身边的好学校”

衡阳成立我省首个国税法律援助中心

赫山区

沅陵发现元朝古古古驿驿驿道道道

本报记者 陶小爱 通讯员 李荣芝

碧水绕青山，繁花拥游人。4月25
日，盛情上演的长沙大河西先导区花
卉艺术展，给人们呈现出一幅“花映
梅溪别样红”的画景。

今天的花展，是“绿色大河西”一
次亮相，也是梅溪湖的一次成果展示。

没有爆竹，没有鼓乐 ，只有色彩
缤纷的花海， 只有碧草绿树的长廊，
这个以“融入山水、亲近自然”为主题
的花卉展，让人耳目一新。

从梅溪湖大道到梅溪湖国际服
务区 ，100余种名贵花卉构成祥龙献
瑞、文化长廊、风之花语、杜鹃花语等
四大展区。花，以其千姿百态，环绕着

3000亩碧波荡漾的梅溪湖。花的娇艳
与湖的多情，构成一幅“花明水秀”的
画景，背衬着满山碧翠，连绵起伏的
桃花岭，美得令人心醉。

梅溪湖大桥左侧， 一幅用碧草一
根根嵌植而成的巨幅山水画卷———梅
溪画卷，是国内目前最大的植物卷轴。
还有碧草嵌植的花瓶，飞禽走兽，因为
植入营养土，成活期可达3至5年。

从梅溪湖大道到梅溪湖岸1公里
长的景观轴上，辟出了一个数千平方
米的新奇花展区。这里上百种花是从
昆明、广州、杭州采购来的名花，大多
是首次在长沙面市。 这里的三角梅，
高的达2米，矮的几十厘米，颜色有大
红、玫红、怡红、深紫，花期可达半年。

八仙花，可根据花期，交替变换出多
种颜色。对这些名贵的花卉 ，设计者
也独具匠心，摆放成各种造型 ，令人
赏心悦目。

与此同时， 洋湖花卉艺术展突出
平面花展特色，以“花漾洋湖别样红”
为主题，摆放鲜花约120万盆，主要花
卉品种为杜鹃、 月季等陆生花卉和荷
花、睡莲等水生花卉。重点布置在洋湖
湿地公园潇湘大道主入口、 潇湘大道
入口下沉广场及湿地公园内的各处水
面和水边陆地， 有山水洲城、 花样洋
湖、洋湖仙境、洋湖花海等四个展区，
形成了面积达300亩的花湖奇观。

据悉， 花卉展将由4月25日持续
到5月25日，为期1个月。

■新闻集装

花映梅溪别样红
———写在长沙大河西先导区花卉艺术展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