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教：孩子的加油站？

“她是一朵向日葵”

地方规定卡住“新农合”大政策

■今日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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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第七届中国中部
投资贸易博览会
开幕还有 天8

稳中求进 再创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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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熊远帆

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
届六中全会精神的开局之年， 是实
施“十二五”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的关键之年， 也是完成阶段性文化
体制改革任务的收官之年。 可以说，
文化体制改革已经进入 “深水区”。
转企改制、激活市场，为文化大繁荣
大发展卸除体制束缚。

再出发，“文化湘军” 正扬帆起
航！

改革加速度：由慢到快，
进入收官阶段

2月17日至18日，全国文化体制
改革工作会议在山西举行。 一直走

在全国前列的“文化湘军”， 因为部
分领域特别是国有文艺院团改革任
务没有如期完成， 没有评上全国改
革先进地区， 严峻的形势给湖南敲
响了警钟。

哪里有改革， 哪里就有繁荣发
展的新局面。 早改早主动，晚改就被
动，不改没出路。 这是湖南决策层形
成的共识。 文化体制改革，时间紧，
任务重，文化湘军惟有奋起直追。

按照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
议要求，在党的十八大之前，要基本
完成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
制、 基本完成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
革、基本完成有线电视网络整合，重
点是国有文艺院团和非时政类报刊
体制改革。 省委、省政府要求在5月

31日前基本完成改革任务， 留出一
个月时间回头看。

山西会议后， 全省对文化体制
改革的重视程度进一步提升， 工作
力度明显加大，改革步伐显著加快，
如期完成改革阶段性重点任务的信
心和动力更加充足。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周强多次强调，要进一步加大力度、
加快进度， 不折不扣地完成中央部
署的各项改革任务。

省委副书记、 省长徐守盛去年
以来5次主持领导小组会议，并给各
市州委书记、市州长写信，要求把文
化体制改革摆在全局工作更加重要
的位置，坚决完成各项改革任务。

省委常委、 省委宣传部部长路

建平今年3月再次给各市州委书记、
市州长写信 ， 并先后赴自治州 、衡
阳、长沙、郴州、邵阳、娄底等地督查
调研。

省文改文产办组织机构编制 、
财政、人社、国土、工商等部门集中
开展了两次联合办公， 针对省直文
化单位改革中的难点、 重点和焦点
问题，急事急办、特事特办。

半月一通报并公开见报、 领导
包干督查，分片负责、对改革相对滞
后地区单独约谈等多措并举， 积极
稳妥推进改革。 全省上下思想越来
越统一、领导越来越重视、部门越来
越配合、措施越来越扎实、效果越来
越明显。

（下转9版①）

� � � � 本报5月9日讯 （记者 唐婷 ） 今
天， 省委副书记、 省长徐守盛来到株
洲攸县， 入农户、 走工地， 调研城乡
统筹发展情况。 徐守盛要求， 认真总
结攸县经验， 加大创新力度， 努力探
索可持续、 可复制、 可推广的城乡统
筹发展模式。

“农村环境保护治理，
关键要得到老百姓拥护”
禾苗青青、 绿树成荫。 正是初夏

时节， 到处呈现出和谐美丽、 整洁清
新的景象。 沿着乡村小道， 徐守盛走
进 “全国绿化小康村” 网岭镇罗家坪
村。

翠竹掩映着农户杨念生的小院落。
老杨两口子领省长屋前屋后参观。 门
口， 贴着 “村级卫生清洁户” 的荣誉
标牌； 屋后， 三个不同颜色的垃圾桶
整齐摆放 ， 有害垃圾 、 可填埋垃圾 、
焚烧垃圾分门别类投入桶中， 再由村
里集中处理， 整栋小楼十分干净整洁。
徐守盛打趣老杨： “这不是做出来给
我们看的吧？”

老杨胸脯一挺： “省长放心， 我
们坚持了两三年， 是自发自愿的， 绝

对没做假。” 问答之间， 一片笑声。
因为村子卫生状况好 ， 环境变得

更漂亮， 来村里体验新农村生活的城
里人也多起来了， 村里打造的中小学
生新农村实践体验基地也取得较好效
果。 徐守盛对此表示肯定。

“农村环境的保护和治理 ， 关键
要得到老百姓的拥护， 让老百姓主动
参与， 成为自觉行为。” 徐守盛说， 罗
家坪村把环境保护与发展农村体验型
经济紧密结合起来， 形成了良性循环。
只有让老百姓从环境保护中得到实惠，
形成持续机制， 才能真正促进农村环
境整体提升。

新市镇新联村是 “全国民主法治
示范村”。 村里推出便民联系人制度，
每月20日、 21日， 县 、 乡相关部门结
合环境评比， 集中上门办公， 把便民
服务送到农家门口。 在档案室里， 公
民信息卡等资料记载翔实、 摆放有序。
徐守盛详细察看， 并与新联村村支书
易福元攀谈起来。 徐守盛一连过细地
问了五六个问题， 涉及村集体组织收
入使用与分配、 户口管理、 土地承包、
计生工作、 村干部待遇津贴等多个方
面。 (下转6版)

� � � �本报南昌5月9日电（记者 贺
佳）5月7日至9日， 省委副书记梅
克保、 副省长徐明华率湖南省代
表团赴江西考察调研鄱阳湖生态
经济区建设发展情况。 8日上午，
湖南江西两省座谈会在南昌市举
行。 江西省领导尚勇、凌成兴、王
文涛、胡振鹏、姚木根 、钟利贵陪
同考察或出席座谈会。

座谈会上， 梅克保在介绍湖
南省情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后指
出，去年11月，湖南省第十次党代
会作出了加快洞庭湖生态经济区
建设的重大决策。 目前正着手编
制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 并初
步提出了建设浩浩汤汤的洞庭
湖，建设更加富饶的鱼米之乡，建
设更加秀美的生态家园， 构建便

捷通达的综合交通体系， 建设和
谐安康的民生福地， 激发区域发
展活力等6大任务。

梅克保说， 近年来， 江西省
委、省政府在加快转型发展，尤其
是推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 、
实现绿色崛起等方面取得了显著
成效。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自
2009年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 ，经
济区在经济增长、重大项目推进、
生态环境保护、 招商引资等方面
都取得了新突破， 涌现了许多鲜
活经验。 湖南将认真学习、充分借
鉴江西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
好思路、好做法 、好经验 ，进一步
加强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基础
研究，不断提高规划编制水平。

(下转9版②)

再出发！扬帆起航正当时
———聚焦湖南文化体制改革

徐守盛在株洲攸县调研时要求

努力探索可持续可推广的
城乡统筹发展模式

借“鄱阳经验” 建生态洞庭
梅克保率团赴江西考察

———市州委书记调研手记
下基层 听民声 解难题下基层 听民声 解难题

� � � � 本报5月9日讯 （记者 柳德新
通讯员 王育红）昨天以来 ，我省发
生了一次明显的强降雨过程， 降雨
主要集中在湘西、湘北地区。 暴雨导
致自治州、怀化市、益阳市等地局部
受灾。

据水文部门监测，5月8日8时至
今天8时， 全省共有142个雨量站降
雨量50毫米以上， 其中35站降雨量
达100毫米以上。 溆浦县均坪站降雨
量最大，达164毫米。

据省防指初步统计， 全省共有
自治州、怀化市、益阳市3个市 （州 ）
13个县（市 、区 ）212个乡镇的123.69
万人受灾，紧急转移3.93万人，倒塌
房屋931间。

为应对此轮强降雨过程， 省防

指提前部署各项防范工作。 8日20时
以来， 气象部门共发布暴雨红色预
警信息6条、黄色预警信息7条。 根据
气象预警和实时雨水情， 省防指在
第一时间用传真、 电话等方式将信
息传递到各市（州）和县（市、区），要
求各地切实加强防范， 确保人员安
全，及时收集、报送相关信息。 今天9
时，省防指副指挥长、省水利厅厅长
戴军勇主持召开防汛会商会， 部署
当前防汛抗灾工作。 今天10时，省防
指发出水库调度命令， 五强溪水库
开闸泄洪， 下泄流量6000立方米每
秒。 自治州、安化县分别启动四级、
三级防汛应急响应， 紧急转移山洪
地质灾害易发区受威胁人口。

部分市州
遭暴雨袭击
自治州、怀化、益阳等地局部受灾

� � � �本报5月9日讯（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熊湘平 苏木亚） 记者今
天从省武警总队获悉， 该总队直
属支队正连职助理员朱玲在拖运
战备用油过程中， 为保护国家财
产和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献出了
宝贵生命。 5月3日，省武警总队政
治部批准她为烈士。

据了解，4月26日， 朱玲奉命
带队前往广州军区联勤部衡阳油

库拖运战备用油。 18时23分，当油
罐车由南往北行驶至京港澳高速
1519公里处时，突然传出异响，坐
在副驾驶位置的她感觉情况不
妙，当即对驾驶员说：“别慌，靠边
停车检查。 ”紧接着，车辆变速箱
碎裂，并在瞬间着火，导致传动轴
脱落，与路面剧烈摩擦产生火花，
并将车身向上撑起，左右摇摆，随
时可能翻车。 （下转9版③）

� � � �本报5月9日讯 （记者 段涵敏
左丹 通讯员 王明义 简云勇）今
天，本报在一版头版位置以《生死
瞬间，她心中只有病人》为题，详细
报道了株洲市二医院护士何遥挨
打后仍奋力救人的先进事迹，引起
社会强烈反响。 临澧县卫生局党委
看到今天的报道后， 将报纸复印
1000份分发到全县各医疗卫生单
位，并发出《向何遥学习，争做最美
护士》的通知。 省卫生厅党组书记
肖策群说：“何遥的英雄壮举值得

社会赞扬，值得全系统学习。 ”
连日来， 本报一直在对何遥

的先进事迹进行持续报道。 5月5
日刊发消息 《挨打后仍奋力救
人 》，8日刊发消息 《何遥被授予
“省优秀共青团员”称号》。 今天，
又推出了通讯《生死瞬间，她心中
只有病人》，详细报道了何遥被间
歇精神失常患者殴打致伤 , 却拼
命挽救跳楼患者生命的动人事
迹，并配发短评《这就是爱》。

(下转9版④)

� � � �图为徐守盛在攸县新市镇新联村调研城乡统筹发展情况。 本报记者 罗新国 摄

� � � � 5月9日上午， 武警官兵与民兵在转移麻阳苗族自治县高村镇兰家社区
被洪水围困的群众。 陈建武 龙玉浓 摄影报道

这样的“白衣天使”令人感动
何遥事迹引起社会强烈反响

用生命保护遇险油罐车
武警上尉朱玲被批准为烈士

相关报道详见10版＞＞＞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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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阳焰火将绽放阿尔及利亚独立50周年庆典

“熊猫烟花”获中国烟花出口
最大一单

【背景】
岳阳城区有一条叫王家河的内河，

全长11公里， 流域内有居民8.3万人。
生活污水加上沿岸20多家企业的工业
废水直排入河，王家河一度成了岳阳城
里的“臭水沟”。 今年初，岳阳启动王家
河流域综合治理工程，这是继岳阳楼新
景区建成后的又一民心工程。但工程需
要拆迁几千户，老百姓愿不愿意搬？ 不
愿意搬的有哪些顾虑？愿意搬的是不是
安排妥当了？
【调研】

5月6日一早，我来到了王家河建设
工地。

王家河流域综合治理工程指挥部
负责人许淞介绍，经调查摸底，王家河
流域综合治理一期工程需安置2500余
户， 其中工程建设用地涉及拆迁1238
户。 由于思想宣传工作到位，短短一个
半月内，已经有8成以上的拆迁户签约，
1.59亿元征收补偿款全部到位。

沿着王家河往前走， 来到洛王街道
雷锋社区高海波家。一进门，就看见老高
蹲在地上忙着捆纸箱。他有满满4大书柜
书籍，正忙着把这些宝贝打包装箱。

高海波和1个儿子、3个女儿共5户的
房子都在这次拆迁范围内。 老人非常支
持政府的工作，主动签订了拆迁合同。

但老伴胡淑玲有意见。她一见我就
说 :“黄书记，跟您说实话 ，我在这住了
30多年，真的不想挪窝。 而且安置房还
没建好，我家4个孩子的房子也都拆了，
拖家带口的16个人，要搬到哪里去？ ”

我一问才得知， 老高和4个孩子的
安置房都在附近的架子山潘家组小区，
但房子才刚开工，预计2013年底交付使
用。

我向胡娭毑解释：“拆迁肯定会给
大家的生活带来很多不便，还请您多理
解。这年把时间恐怕得辛苦你们在外租
房住，政府会提供过渡补贴金，给你们
减轻一点经济负担。 ” (下转9版⑤)

拆迁要尽量少给老百姓添麻烦
———岳阳市委书记黄兰香调研手记

� � � �本报5月9日讯（记者 李伟锋 通讯
员 谢立芳） 记者今天从我省知名烟花
企业熊猫烟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获悉，
在阿尔及利亚庆祝独立50周年焰火燃
放项目国际招标中， 该公司与法国、意
大利、西班牙等国知名焰火燃放企业竞
标逐鹿，最终以独具特色的文化创意和
强大实力， 获得今年7月在阿尔及利亚
48个城市同时举办焰火晚会的独家承
办资格； 此次燃放所需的850万美元烟
花，也全部由“熊猫烟花”提供。 这也是

中国烟花出口最大一单。
据“熊猫烟花”创始人赵伟平介绍，

出口阿尔及利亚这批烟花，共60个集装
箱。 日前已从长沙霞凝港装船出发，本
月中旬将从上海港发往目的地。 负责此
次焰火燃放的专业人员也即将启程。 作
为阿尔及利亚独立50周年系列庆典的
重要活动之一，届时该国将在其首都和
47个省会城市同时举行盛大的焰火燃
放表演。 其中，首都燃放时长20分钟，其

他城市燃放时长15分钟，燃放规模之大
堪称全球首例。

作为烟花行业的龙头企业，近年来
“熊猫烟花”加大投入，革新技术，焰火
燃放的环保、 安全性能得到大幅提升。
其研发的绿色低碳礼花弹， 具有微烟、
无残渣、无异味等环保特征。 除大量使
用无残渣的产品外，部分烟花还用空气
发射代替了药物发射，可以很大程度减
少烟尘。

我国成品油价格今年首次下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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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意欲何为 10版

■特别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