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5月17日讯（邓明 白培生
李秉钧 骆国平 ）近日 ，桂阳 “3·3”
涉黑专案一审宣判，主犯刘小权因
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
9项罪名，被判有期徒刑20年，剥夺
政治权利3年，并处罚金15万元。该
案还涉及55名被告， 分别被判处2
年至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据了解 ， 被告人刘小权 、 李
海飞等人长期纠结在一起 ， 有组
织地实施故意伤害 、 聚众斗殴 、
寻衅滋事等严重暴力犯罪 ， 并通

过敲诈勒索 、 开设赌场 、 贩卖毒
品等 ， 大肆谋取非法经济利益 ，
逐步发展为组织头目明确 、 组织
成员固定 、 人员众多 、 结构严密
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 在桂阳为非
作歹， 引发民愤。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刘小权
等人的行为已构成组织、 领导、参
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 非法拘禁
罪、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等。据
此，桂阳县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一审
判决。

桂阳“3·3”涉黑案一审宣判

本报5月17日讯(记者 蒋剑平 通
讯员 周剑锋 ）今天 ，邵阳市委组
织部向外界发布消息 ， 该市一次
性拿出91个领导职位进行竞争性
选拔 ，其中部分面向全省 、全国 ，
并将采用 “两推荐 、四差额 ”办法 。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伍和平介绍 ，
无论是选拔规模还是选拔方法 ，
在邵阳历史上都是第一次。

邵阳市委此次公开选拔市管领
导干部32名、市县两级管理领导干部
59名。在选拔对象上不拘一格，打破
资历、位阶、身份等条条框框，所有职
位都放宽了任职年限限制，大部分职
位允许越级报考，部分职位允许外地
干部和体制外人才报名参选。

据邵阳市委组织部介绍，这次

公开选拔的一大亮点是首次采用
“两推荐、四差额 ”办法 。“两推荐 ”
是指先在一定范围内署名推荐产
生竞职人选，然后在竞职人选演讲
答辩的基础上推荐考察对象 。“四
差额”是指在竞争性选拔的全过程
实行差额提名 、差额竞职 、差额考
察 、差额票决 ，以便让更多的人来
识人选人，选拔过程更公开公平公
正。此举是邵阳市委创新选人用人
机制的一次重大改革。

据了解 ，邵阳这次采用 “两推
荐 、四差额 ”办法竞争性选拔的职
位共有5个，其中县处级党政正职2
个，分别是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主任人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局长人选；副处级职位3个。

本报5月17日讯（记者 徐荣 通
讯员 易新娇 邬雅琳）今日，为建立
解决经济发展环境各类矛盾的快速
反应机制， 湘潭市成立经济发展环
境 “110”指挥中心 ，设立举报电话
“12342”， 受理影响经济发展环境
的投诉举报。 湘潭市纪委效能室负
责人介绍，成立经济发展环境“110”
指挥中心，在省内尚属首创。

湘潭市经济发展环境“110”指挥
中心对所有投诉举报进行受理、登记。
企业、投资者、重点工程业主、施工单
位或其他组织和个人对党政机关及
其工作人员下列行为可拨打电话
“12342”投诉举报：对市委、市政府的

部署要求落实不力、 执行不畅的；在
办理审批事项中推诿， 效能低下的；
利用年检（审）等机会，强迫入会搭车
收费的；利用职权索、拿、卡、要，侵害
企业、群众正当权益的；违反制度规
定乱检查、乱收费、乱罚款或摊派钱
物的；执法不公正、不文明的；既定承
诺、政策不兑现，缺乏诚信的；损害重
点工程施工环境和企业周边环境的。

接到投诉举报后，湘潭市经济
发展环境 “110” 指挥中心将按照
“谁主管谁负责”和属地管理原则，
及时向各主管责任单位或地方政
府下达交办指令。各责任单位须限
时办理，向投诉举报人反馈情况。

本报记者 周勇军
通讯员 李飞 贺新初

5月16日，“茶禅祖庭” 石门夹山
寺茶香氤氲。由两岸经合文化交流中
心 和 石 门 县 政 府 主 办 的 湖 南 石
门———台湾南投茶文化交流活动，在
夹山寺碧岩泉拉开帷幕。上百位海峡
两岸高僧大德、茶学专家、艺术家共
同见证、领悟了这一禅心与茶缘。

记者现场看到，在梵音禅唱背景
音乐中，石门银峰茶与台湾冻顶乌龙
茶上演了一场别具一格的茶艺表演。
这厢， 石门茶艺师伸出纤纤玉指，将
“石门银峰”放入山泉水中冲泡。起伏
动荡中，茶叶散发出独特芬芳，杯中
之水渐渐由白色变得绿意盎然，似壶
瓶春瀑、碧岩绿波。随着一连串令人
眼花缭乱的表演，“石门银峰”的醇香
弥漫开来，引得观者深深呼吸、频频
点头。那边，台湾茶艺师炉火纯青，表
演冻顶乌龙茶艺，孔雀开屏、仙姿展
现 、仙鹤戏水 、佳人上轿 、高山流水
……诸多环节， 此景此情如诗似画，

勾勒出一幅春满人间的山水画卷。在
场嘉宾品尝之后，连声称妙。

一位姓覃的先生称，他从小爱喝
茶，虽然家里茶具也有好几套 ，可从
没想过喝茶还有这么多讲究，可真算
长了见识。在观看两地茶艺表演过程
中， 他一边目不转睛地看着表演，一
边用两手模仿着表演者的动作。

“猿抱子归青嶂岭 ，鸟衔花落碧
岩泉”。远在唐代，高僧善会开创夹山
寺，悟出誉满中国禅宗界的“夹山境
地”。宋徽宗时，圆悟克勤禅师主持夹
山，著有“宗门第一书”《碧岩录》，其
“茶禅一味”4字真言直接催生了日本
茶道。汩汩涓流的碧岩泉边，妙香流
溢的佛法禅机与禅茶清寂和静的品
质以及古典音乐深邃的内涵相映生
辉，茶的自然属性被赋予在人文理想
之中。

席间，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

副主任、两岸经合文化交流中心主任
张伟超先生致辞。他说，此次举办湖
南石门－台湾南投茶文化交流活动，
希望引起两岸同胞思想文化的共鸣，
进一步增进两岸同胞亲情，为海峡两
岸茶文化搭建一个交流平台，促进海
峡两岸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台湾南投县县长特派代表林光
演先生感言，两岸之前茶艺交流并不
少见，而这样大规模、尤其在僧院里
举行的禅茶盛宴，尚属首次。“随着两
岸交流的增多，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
到，越来越多的人对禅、茶等传统文
化兴趣渐浓，这是与两岸同胞生活相
关的事，茶禅祖庭夹山的灵气使 ‘禅
茶一味’阐述得更加清静和淳。”

现场，台湾南投与湖南石门还签
订了两地农业（茶叶）合作声明。南投
茶人邀请石门茶人适时回访南投，双
方以茶为媒，结成姐妹县。

衡东文化体制
改革无“震荡”

本报5月17日讯（记者 朱章安
通讯员 文星 邓晓斌）5月15日，衡
东县恒鑫影业有限公司正式挂牌。
至此， 衡东县在衡阳市率先完成文
化体制改革任务。县委常委、宣传部
长谭春兰告诉记者， 该县文化体制
改革不仅进度快， 而且做到人心稳
定，无一人闹事、上访。

今年3月以来， 衡东县按照省及
衡阳市对文化体制改革提出的“任务
书、时间表、路线图”，在充分调研、科
学讨论、民主决策的基础上，出台了
全面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工作的实施
意见等。县花鼓戏剧团、县电影发行
放映公司转企改制， 涉及人员近100
人。县委宣传部分成两个组，进驻两
个单位， 先后召开10多次座谈会，征
求各类人员的意见和建议，按照“老
人老办法，新人新制度”的原则，制订
改革方案。 对思想波动大的重点人
员，落实责任人，一对一做好工作，保
证改制顺利进行。新组建的衡东县恒
韵花鼓戏演艺有限责任公司、衡东县
恒鑫影业有限公司两家实体企业，均
提前完成组建任务。

本报5月17日讯（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张兴林 冯芳芳 刘琦）5月
16日 ，农历四月二十六 ，是民间传
统的炎帝神农氏生辰日。 这天，海
峡两岸数千民众赴炎陵县炎帝陵，
共同为始祖炎帝祝寿。

这次活动是炎帝陵景区对外
开放以来举行的规模最大的炎帝
生辰日纪念活动。当天清晨 ，炎帝
陵午门广场上人潮涌动 ， 载歌载

舞 ，一派吉庆气氛 。8时39分 ，祝寿
典礼正式开始 ，金鼓齐鸣 ，龙狮起
舞 ，午门徐徐开启 ，参加人员鱼贯
而进。在行礼亭、炎帝陵陵殿，炎陵
县委书记黄诗燕与广东东莞台商
子弟学校董事长叶宏灯分别向炎
帝敬献高香 、花篮和贡品 ，现场人
员依次向炎帝敬香行祝寿祈福叩
拜礼并谒陵一周，以感念老祖宗的
恩泽惠佑。

本报5月17日讯 （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粟汇华 龙明茂）5月
16日，通道侗族自治县菁芜洲至杉
木桥公路正式开工建设。

菁杉公路是贯穿通道中部的
一条重要经济干线， 是菁芜洲、溪

口、 杉木桥等乡镇及209国道连接
正在开工建设的怀通高速公路的
便捷连接线，也是怀通高速公路与
枝柳铁路相连的重要连接线。全长
35.11公里，路面宽7米，设计车行速
度为每小时40公里。

怀化石煤综合利用
项目正式实施
可望打破湖南缺煤瓶颈

本报5月17日讯 （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杨华晓 蒋涛 ）5月16
日， 大唐华银怀化石煤资源开发有
限公司在会同举行揭牌仪式， 怀化
石煤综合利用发电项目进入正式实
施阶段。

据了解 ， 怀化石煤储量达到
83.6亿吨，约占全省二分之一，且品
质高、易开采，开发潜力大。其中，会
同境内石煤储量达10亿吨， 煤层平
均厚度为200米，并伴有钒矿，具有
发展煤化工产业、 打造全省能源基
地的得天独厚条件。 大唐华银电力
股份有限公司为国家特大型发电企
业。2008年，该公司与怀化市签订了
石煤资源开发框架协议， 经4年努
力， 先后取得国家发改委和国家能
源局同意开展石煤综合利用发电项
目前期工作的批复。 该项目还被列
为省“十二五”低热值燃料燃烧重点
项目。

项目首次采用大型循环流化床
锅炉燃烧替代传统石煤提钒焙烧、
集成石煤提钒与发电工艺， 配套开
发烟气脱硫制酸、灰渣制建材等。其
中300兆瓦循环流化床锅炉为世界
上单机容量最大燃烧石煤锅炉，配
套的大出力冷渣器单台出力为世界
最大，设计的提钒工艺转化率高，酸
耗、环保等技术先进。项目建成后，
将打破湖南缺煤瓶颈。

本报5月17日讯（通讯员 龙敏）5月
15日，平江县余坪乡稻竹村潘家洞水库
发生险情。当地政府连夜组织群众紧急
处置后，水库险情已基本得到控制。

当天上午， 余坪乡副乡长王高才
在排查全乡水库山塘隐患时发现，潘
家洞水库涵管排水浑浊。 当时以为是
排水口开得过多造成， 但在减少排水
后情况仍未见好转。 有多年防汛经验
的王高才，意识到水库存在问题，立刻

向上报告。 县水利局专家赶到潘家洞
水库现场查看， 初步判断是涵管出了
故障。乡政府火速组织几十名劳力，一
边挖深溢洪道加大溢洪流量， 一边调
集砂石、麻袋等抢险物资以应对险情。

潘家洞水库是一座小Ⅱ型水库，
库容14万立方米， 水库下方有稻竹、

谈胥、余坪3个村。一旦垮坝，将威胁
近万名群众的生命安全。在处置险情
的同时， 余坪乡还启动应急预案，随
时准备转移下游群众。县水利局也很
快调来设备，组装泄洪管，安装抽水
机排水。截至发稿时，水库排水仍在
继续，险情基本得到控制。

本报5月17日讯 （通讯员 黄娜
丝 胡琳 记者 周怀立）日前，株洲市
在茶陵县中华茶祖文化产业园召开
现场办公会议，协调解决“茶祖园”园
区项目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加快“茶
祖园”建设进程，以此带动种植茶叶
10万亩，实现茶农收入10亿元。

为大力弘扬茶文化， 做大做强
茶产业， 茶陵县瞄准茶产业链的高
端，高起点谋划和高标准建设“茶祖
园”。据悉，位于茶陵的“茶祖园”投

资20亿，占地12800亩，将以“茶产业
产品开发+茶文化旅游” 为核心，创
造茶产业开发和茶文化旅游开发相
结合的全新发展模式 。 项目拟于
2015年全面建成，届时，茶陵将成为
全国一流的茶产业基地， 全国知名
品牌茶产品集散地， 中华茶文化基
因库，天下茶人寻根地，天下茗茶大
观园，世界茶人的精神家园。目前，
“茶祖园”已在相传神农发现茶叶的
云阳山等处种植茶叶800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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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多云 21℃～30℃
湘潭市 多云 20℃～31℃

张家界 多云转阵雨 18℃～28℃
吉首市 多云 18℃～28℃
岳阳市 多云 23℃～29℃

常德市 多云转雷阵雨 19℃～28℃
益阳市 多云 21℃～31℃

怀化市 多云转阴 18℃～29℃
娄底市 多云 20℃～31℃

衡阳市 晴转多云 23℃～32℃
郴州市 多云转雷阵雨 2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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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 晴转多云 21℃～31℃
永州市 晴转多云 2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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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
今天，多云有阵雨，明天多云
南风 ２～３ 级 22℃～30℃

本报5月17日讯 （记者 朱章安
通讯员 辛文 李英姿 肖春红）近日，
共创光伏硅基薄膜太阳能电池组件产
品在衡阳市白沙洲工业园下线。 这是
该市着力打造承接产业转移核心示范
区取得的又一成果。

据了解，今年一季度，衡阳市新开
工招商引资项目184个，同比增加43个；
到位资金91亿元，同比增加44亿元。

去年10月，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湘

南三市设立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为用
好、用足、用活这方面的政策，衡阳市大
力做好以申报综合保税区为重点的开
放平台建设、以国际化服务为重点的环
境平台建设、以招商引资和承接产业转
移为重点的政策平台建设，努力以沿海
的环境、内地的成本，建设承接产业转
移核心示范区。目前，已开通至深圳“五
定班列”与铁海联运，公路口岸即将验
收开放，国家级高新区和综合保税区申

报工作进展顺利，“无水港”项目在加紧
推进，南岳机场建设奠基。全市还新建
标准厂房124万平方米， 标准厂房总面
积达到520万平方米。

针对企业发展壮大最担心的人才
瓶颈，衡阳市发挥当地大专院校较多的
优势，打造“技师城”，为企业开展订单
式培训。目前，在抓紧实施100名硕士选
拔计划、1000名大学毕业生就业推介计
划、1万名高技能人才培养计划与10万

名农民工技术资格认证计划，缓解企业
人才紧缺状况。同时，多次举办中小微
企业服务对接会、融资推介会、银企对
接暨项目签约会， 搭建银企合作平台，
金融生态洼地“吸金”效应越来越明显。
目前，已有13家世界500强企业、16家大
型央企在衡阳落地扎根。去年，全市完
成重大项目投资439亿元， 比上年增长
68%。今年，力争实施项目200个以上，
年度完成投资600亿元以上。

本报5月17日讯 （记者 张新国
唐善理 通讯员 唐科 何顺） 连日来，
祁阳县组织两个督查组深入田间地
头， 督促粮食生产进度， 核实粮食种
植面积。 现在， 全县已种植早稻56.85
万亩， 较去年增加近万亩， 完成春玉
米播种7.2万亩， 同比增加1.59万亩。

祁阳是 “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
也是全国重点商品粮生产基地。 为实
现粮食持续增产， 该县出台了 《2012

年祁阳县发展粮食生产的若干意见》，
实行粮食生产一把手负责制， 将粮食
生产纳入年终绩效考核， 建立了县领
导包镇 、 镇领导包村 、 驻村干部包
组 、 村组干部包户的粮食生产 “四
包” 责任体系。 县里拿出2500万资金
用于集中育秧、 高产创建、 农机具再
补贴、 大户奖励等。 开春以来， 该县
就推出了 “干部进农家 ， 奖励到田
头” 举措， 全县共派出5000名机关干

部住农家干农活， 组织近400名农技
人员深入田间提供技术指导和培训服
务 。 县里对 50亩 、 100亩 、 200亩以
上， 且双季稻率90%以上的种粮大户，
每亩分别给予40到50元的奖励， 并实
行种粮大户农机购置再补贴和贷款政
府贴息等 “绿卡” 政策。

强有力的政策推动和扎实有效的
贴心服务， 祁阳粮食生产呈现出风生
水起的新局面 。 今年该县新发展100

亩以上种粮大户300多户 ， 并吸引不
少外地客商前来承包稻田争当 “田状
元”。 浙江老板项兆旺在该县三口塘
镇承包稻田2100亩 ， 投入资金500万
元， 全面实行机械化耕种。 由于大户
的涌现， 祁阳不仅建成了179个粮食
高产示范片， 还催生了优质稻种植协
会50个， 发展会员25.5万人， 涌现水
稻病虫害防治服务等专业化组织6个。

本报5月17日讯（记者 李文峰 通
讯员 周建成 吴杰洲）近日，株洲冶炼
集团公司负责修订的 《碲化学分析方
法》，获得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科技进步
二等奖。 这意味着该公司继续在行业
分析化验领域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新修订的 《碲化学分析方法》包
含碲量、铅量、铜量测定等12个方法，
涉及原子吸收光谱、 原子荧光光谱、

ICP-发射光谱、分光光度、容量法等
诸多分析方法和先进手段，标准修制
订达到了国际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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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进农家 奖励到田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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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首次大规模竞争性
选拔领导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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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文化体制改革进行时

■新闻集装

两岸数千民众赴炎陵为始祖祝寿

通道菁杉公路开工建设

平江成功处置一水库险情

株冶一成果获中国有色工业科技进步奖

茶陵高标准建设“茶祖园”

湘潭成立经济发展环境“110”指挥中心

5 月 17
日， 常德市
诗墙公园排
云阁附近的
沅 江 江 面
上， 人们正
将鱼苗放入
沅 江 。 当
天， 常德市
武陵区组织
鱼类增殖放
流 活 动 ，
200万 尾 青
鱼 、 草鱼 、
鲢 鱼 、 鳙
鱼、 团头鲂
鱼苗被放入
沅江。
潘敬林 胡洋

摄影报道

� � � � （上接1版）
这一刻 ，礼花倾力绽放 、尽情

灿烂。
据介绍，焰火晚会由省委、省政

府主办，长沙市委、市政府承办，是迄
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全景激光音乐
焰火，在燃放上采用了诸多先进技术，
已经超越了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
会的烟花燃放水平。其首创包括10万
平方米水面“LED”矩阵焰火表演；全
长856米、 面积15万平方米的巨幅网
幕烟花堪称世界之最；利用烟花布点

将长沙独有的山水洲城景色连贯起
来，形成20万平方米全景音乐晚会。

晚会视觉效果非同凡响，集激
光、灯光、音乐、焰火控制技术等多
元艺术为一体，并采用世界首创的
全景艺术焰火表演形式，将焰火表
演与燃放场地周围自然景色融为
一体 ，实现高空 、低空 、地面 、水面
立体展示，大气磅礴、浑然天成。参
与本场焰火晚会燃放安全施工和
现场燃放操作的技术人员和专业
作业人员达400多人。

衡 阳

祁 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