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紧接1版①） 沪昆客运专线湖南段开
工以来，基本实现正常施工，进度基本
符合可研批复的工期要求， 实属来之
不易。 各有关单位以及沿线各市县为
此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徐守盛
强调， 要及时发现并认真研究施工过
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不断创新工
作机制，推动工作流程再造，分门别类
地研究解决问题、化解问题；要明确各
级责任，敢于动真碰硬，一抓到底，确
保沪昆客运专线湖南段如期建成；要
本着对社会负责， 对老百姓负责的原
则，保护、激发沿线老百姓的积极性，
实现重点工程的和谐共建。

徐守盛强调，湖南发展不充分、不
全面、不持续的阶段性特征明显，要一
如既往、 毫不动摇地抓投资， 集中精
力、聚精会神狠抓重点工程建设，真正
做到重点项目重点抓、 重点保、 重点
管。 一要造舆论抓宣传。 要大力弘扬
“心忧天下”的优良传统，不断增强主
人翁意识，以实际行动支援国家建设。
要大力宣传国家和省重点工程建设的
重大意义， 正确处理局部利益与全局
利益、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关系，充
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集中全社会的
力量， 形成支持重点工程建设的强大
合力。二要抢时间抓进度。进入5月，施
工黄金季节已经到来。 各级各部门都

要大力抓发展、抓建设，主动下到经济
建设的主战场， 争取把项目建设的进
度赶上去。三要解难题抓实事。坚持分
级负责、属地管理的原则，深入基层调
研发现问题，一个项目建立一个台账，
提出解决的措施， 决不能停留在一般
号召上。四要作准备抓对接。各地要抓
紧做好项目开发、储备工作，争取上一
批支撑作用大、带动力强的好项目、大
项目。 抢抓第七届中部论坛和中博会
在湖南召开的机遇， 力争成功推介一
批项目，引进一批战略投资者。五要保
质量抓安全。质量是百年大计，安全重
于泰山。 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
全放在第一位， 决不能为抢进度而放
松质量和安全。

下午， 徐守盛还前往娄底市经开
区，考察三泰新材，华润雪花啤酒，华
菱安赛乐米塔尔汽车板、 电工钢等企
业和项目建设情况。他强调，要利用结
构调整的倒逼机制， 主动适应市场变
化，加快引进先进技术，着力开展内部
挖潜，充分调动企业职工的主动性、创
造性，推动产品结构高端化，不断提高
企业核心竞争力。

省政府秘书长戴道晋主持工作推
进会并参加调研。省直相关部门和娄底
市主要负责人，及长沙市、湘潭市、邵阳
市、怀化市负责人参加调研或推进会。

� � � � （上接1版②）
当天下午， 常务副省长于来山

代表省政府向调研组作了情况汇
报， 介绍了我省在农村土地产权改
革和确权登记、征地制度改革、集体
建设用地流转管理、 农民宅基地管
理、 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利用等方
面的积极探索。 我省土地面积21.18
万平方公里，居中部6省第一位。 近
年来， 湖南妥善处理保障发展与保
护资源的关系， 坚决落实最严格的
耕地保护制度和节约用地制度 ，确
保了中央土地调控政策的落实 ，促
进了全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
湖南连续12年实现耕地占补平衡 ，
建成一大批高标准农田， 守住了耕

地保护红线。 2011年，在国务院对省
级政府5年耕地保护责任目标总考
评中，我省被评为先进。省政府先后
出台 《关于节约集约用地的若干意
见》等3个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政策
文件，构建完善节约集约用地机制。
此外， 我省还在长沙成立了全省第
一个农村土地流转交易中心， 建立
了全省城镇基准地价体系， 健全了
土地交易规则，并加强了制度建设，
进一步规范了集体建设用地的流
转。

调研组指出， 中央非常重视农
村土地改革， 坚守18亿亩耕地 “红
线”，确保基本粮食产量。 解决好人
口增长与土地资源紧张之间的矛

盾，实现土地可持续利用，对促进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实现农业发展
方式转变， 提高农民收入水平都有
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湖南在农村土
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方面各项工作扎
实，措施有力，成效显著，探索了很
多新鲜的经验和做法。 希望湖南在
今后的工作中再接再厉， 为推动全
国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作出积极
贡献。

在湘期间， 调研组将赴长沙宁
乡县关山村、望城区光明村、雨花区
黎托片区及常德安乡县等地进行实
地考察。

省政协副主席张大方陪同调
研。

（紧接1版③） 立足全省经济社会发展
全局， 湖南作出了加快洞庭湖生态经
济区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 力求根据
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建设新要求和江湖
水情新变化， 着力构建人水和谐新关
系、 现代产业新格局、 城乡统筹新福
地、 区域发展新机制和省际合作新平
台， 积极探索大湖地区经济社会可持
续发展的新模式。 希望长江委充分发
挥自身优势， 一如既往支持洞庭湖治
理工作， 深化双方在江湖关系重大课
题研究方面的合作， 指导洞庭湖生态
经济区规划编制工作， 助推湖南加快
建设洞庭湖生态经济区。

蔡其华说， 建设洞庭湖生态经济
区对维护国家粮食和生态安全， 完善
区域经济总体布局， 推进湖区可持续
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长江委将
充分发挥职能和技术优势， 认真编制

好洞庭湖区综合规划， 着力抓好防汛
抗旱工作， 全方位支持洞庭湖生态经
济区项目的技术审查审批、 行政许可
等工作，积极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全
力支持、 全面配合洞庭湖区发展及洞
庭湖生态经济区建设。

徐明华希望长江委重点支持我省
洞庭湖生态经济区水利专项规划编制
工作， 尽快启动松滋口建闸及四口河
系整治工程建设， 支持开展城陵矶水
利枢纽工程建设前期研究工作， 并将
我省洞庭湖区河湖连通工程列为流域
试点先行先试。

会前，梅克保一行还来到长江科学
院沌口试验基地，实地考察了长江防洪
大模型，并详细听取了洞庭湖防洪蓄洪
管理系统情况介绍。梅克保希望试验基
地充分发挥科研平台优势，进一步加强
对洞庭湖相关重大课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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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多云 22℃～31℃
湘潭市 多云 22℃～29℃

张家界 多云转阴 22℃～31℃
吉首市 多云转阵雨 23℃～30℃
岳阳市 多云 22℃～29℃

常德市 晴转多云 20℃～30℃
益阳市 阴转多云 23℃～31℃

怀化市 多云 22℃～30℃
娄底市 多云转阵雨 21℃～30℃

衡阳市 多云 24℃～31℃
郴州市 阵雨 23℃～29℃

本版责编 李茁 版式编辑 周双 责任校对 胡永龙

市州新闻

株洲市 阴转多云 21℃～30℃
永州市 阵雨 23℃～29℃

7
长沙市
今天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
明天阴天有中到大雨
南风 ２ 级 24℃～30℃

本报5月 10日讯 （记者 匡玉
通讯员 邓松柏 石铿） 近日， 涉嫌
犯盗窃罪的陈某兄弟俩被祁东县公
安局依法刑事拘留。 据办案民警介
绍 ， 他们是通过调取被称为 “天
网 ” 的 “平安祁东 ” 视频监控资
料， 首先找到陈氏兄弟作案车辆 ，
再跟踪其行踪 ， 将其抓住的 ， 为
被盗居民追回价值近100万元的财
物。

近年来， 祁东县在成功创建省
级文明县城的同时 ， 着力推进治
安、 交通、 城管网络化、 一体化建
设， 达到一举三得的城市综合管理
效果 。 去年2月 ， 县财政投入2000
万元， 引进国内最先进的EPON监
控系统组网。 经近8个月努力 ， 在
全省县、 市中， 建成首个高清视频
监控系统 。 该系统共设303个高清
摄像监控点 、 10个电子卡口 、 1个

总监控平台和3个电子监控室 。 同
时， 在县城公交车上全部安装了监
控系统， 传输实时画面， 使每台公
交车成为实际控制街面的治安巡逻
车。 县公安局还牵头组建多支专业
监控队伍 ， 建立了包括公安 、 交
通、 城管、 电力、 水务等10多个部
门在内的快速联动机制， 实行全天
候全方位实时动态管理。

监控系统运行以来， 公安交警

部门共通过视频监控， 调取交通事
故现场画面36次， 锁定交通肇事嫌
疑人7名。 为办案民警调看 、 查询
监控视频216件 ， 提供有价值视频
线索173个， 锁定犯罪嫌疑人94人，
抓获犯罪嫌疑人48人， 挽回经济损
失300多万元 。 同时 ， 为城市管理
处置占道经营、 乱丢乱扔、 乱涂乱
画等不文明行为200多起 ， 有效控
制了县城各重点部位市容市貌。

泸溪4300台农机闹春耕
本报5月10日讯（通讯员 向民贵

杨贵武 记者 张湘河） 泸溪县成立
农机服务“110”，及时安排技术人员
进村入户，检查农机具安全状况，并
对故障农机具免费维修。到5月9日，
全县共有4368台农机在田野显身
手，总作业面积达12万多亩。

泸溪县农机部门开设农机 “田
间课堂”，手把手传授农机使用技巧
和保养方法， 并免费为农机户送去
部分机械设备和机械零配件。同时，
对全县乡镇农机维修网点和农机经
营市场进行全面清理整顿， 查处假
冒伪劣产品。

本报5月10日讯 （记者 周勇军
通讯员 张晶）今天，常德市召开建设
“廉洁常德 ”动员大会 ，拉开 “廉洁常
德”建设大幕。

近年来， 常德市认真贯彻落实中
央、 省委关于反腐倡廉建设的一系列
决策部署， 扎实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工作， 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
快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 为了把反腐
倡廉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最近，
常德市出台《关于建设“廉洁常德”的决

定》，在全省率先提出建设“廉洁常德”
战略目标， 突出党政干部廉洁从政、社
会各界廉洁从业两个重点，实现政治清
明、干部清廉、社会清新3个目标。

今年是建设“廉洁常德”开局之年，
该市确定了“七个一批”工作任务，即打
造一批宣传平台， 组织一批文艺晚会，
推进一批试点工作， 健全一批工作机
制，开展一批专项治理，严查一批典型
案件，树立一批先进典型，力求率先创
建廉洁城市。

本报5月10日讯 （通讯员 龚道沿
欧克林） 村卫生室是农民看病最近的
医疗场所。最近，临澧县的农村患者发
现，村卫生室都悄悄地“变脸”了。 原
来，该县实施村卫生室建设，已实现合
格村卫生室全覆盖。

临澧县有339个行政村（居委会），
其中离乡镇卫生院最远的10多公里。
为解决农民看病难的问题 ， 该县于
2008年启动村卫生室建设。 4年来，争
取国家、省、市、县投资318万元，村卫
生室自筹460多万元，共778万多元，建

成合格村卫生室339个，其中高标准村
卫生室占50%以上。

狠抓硬件建设的同时， 该县还十
分注重乡村医生的技能培训。 以乡镇
卫生院为基地， 以县城两家医院为依
托， 全县386名乡村医生经过培训，取
得执业资格。该县还按村医服务人口，
每年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标准补助资
金的20%发给村医。 村医的积极性被
调动了，前来村里就诊病人明显增多。
据统计， 临澧县近一半农村患者选择
在村卫生室接受治疗。

本报5月10日讯（记者 周怀立）
用合同代替“意向 ”，实打实地支持
地方经济发展。今天，中国建设银行
株洲市分行举行贷款合同签订仪
式， 在现场与16个重点客户签订总
额45.18亿元的贷款合同。

一次性与众多客户签订如此大
额的贷款合同，在株洲市银行系统来
说还是第一次。 此次贷款支持的对
象， 包括株洲市的5个重点项目、5个

重点企业和6个中小企业， 这些重点
项目包括株洲高新集团的欧洲工业
园基础设施开发项目、株洲职教城基
础设施项目、醴陵陶瓷产业园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等。 一名重点企业负责人

在合同签订现场对记者说：“这次签
订的合同是可以兑现真金白银的，不
是通常的‘意向性协议’。 这充分体现
了株洲市委、市政府和建设银行对发
展的重视，对企业的重视。 ”

长沙创建8条
“门前市容管理示范路”

本报5月10日讯（记者 陈永刚）
长沙市今天举行创建 “门前市容管理
示范路”启动仪式，今年将在城区内建
设门前市容管理“四纵四横”示范路网。

长沙市内有近10万门店和单
位。 今年， 该市决定将评选进行升
级，在城区内确定8条主干道，创建
门前市容管理 “四纵四横” 示范路
网， 这8条主干道分别是车站路、韶
山路、芙蓉路等。

临澧实现合格村卫生室全覆盖

“廉洁常德”拉开建设大幕

建行株洲分行扶持重点项目
一次与重点客户签订45亿元贷款合同

本报5月10日讯 （记者 郭云飞
通讯员 向群策 曹晓艺）近日，在口
口香米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室 ，沅
江市南大膳镇村民龙紫云领取了订
单种植富硒稻后续补贴。 他乐呵呵
地说：“种植富硒稻比我过去种田一
亩多赚200多元，划得来！ ”

硒是人体必需的一种微量元
素，富硒米硒含量及色泽、口感都优
于一般大米， 市场价是普通稻米的
几倍。 2011年，口口香米业在沅江市

南大膳镇试点发展富硒稻订单种植
基地7000亩，统一供种、统一生产技
术、统一供生物硒肥、统一回收。 对
订单种植户以高于国家保护价20-
40%的价格回收富硒稻。 另外，每产
400公斤稻谷补贴100至150元；原粮
入仓后，经有关部门检测，稻谷含硒
量达标， 每50公斤再补贴10元。 去
年，7000亩富硒稻平均亩产达500多
公斤 ， 亩均为农户增加纯收入260
元，合计增收180多万元。

口口香米业还通过土地流转 ，
在大通湖区金盆镇、北洲子镇、河坝
镇等乡镇，自建5800多亩水稻基地，
种富硒稻3820亩、有机稻1980多亩。
有机稻基地不用化肥农药， 施用农
家肥，并推广稻鸭共生技术，安装高
密度防虫网及频振式杀虫灯。去年，
有机稻种植基地顺利通过中国质量
认证中心认证。现在，公司生产的泰
湘口口香有机米走俏市场。 流转土
地的村民也受了益， 除每亩获得租

金560元 ， 一部分人还成了公司职
工。 据统计，流转土地的700多户农
民，一年增加纯收入2900万元。 加上
富硒稻订单种植， 公司一年共为农
民增加纯收入3000多万元。

2012年， 口口香米业将全力打
造高端稻米生产、加工基地，计划在
湘鄂两省的7个区县（县、市）发展订
单富硒稻种植5万亩， 自建富硒稻、
有机稻基地扩大发展到8000亩 ，带
动更多的农户致富。

5月10日， 张家
界市武陵源景区游
人如织。 连日来，该
景区天子山 、 黄石
寨、金鞭溪 、黄龙洞
等景点 ， 每天接待
的游客量都在 5万
人次左右 ， 远远高
于去年同期。

邓道理 摄

“口口香”开发高端稻米一年为农民增加
纯收入3000多万元

祁东“天网”一举三得治安 交通 城管
网络化 一体化

桂阳烤烟设施派上新用场
本报5月10日讯 （邓明 白培生

李秉钧 欧阳朝夕 李琳）5月8日，从
桂阳县仁义镇仁义村50个集中烤烟
房里，村民又卖出一批杏鲍菇等，销
售额达3万余元。

桂阳是烤烟大县， 去年种植面
积达24万余亩，实现产值7.4亿元,有
烟叶育秧大棚20多万平方米、 集中
式烤烟房1万余平方米。这些设施因
每年只集中使用2个多月时间，其余
时间处于闲置状态。 为提高烤烟设
施利用率，该县因地制宜，积极引导
农民搞特色种植 , 估计今年可给农
民新增收入5000余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