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17日，“筑梦”湖南青年聋人优秀艺术作品展在省博物馆开幕，30位青年聋人艺术家的近200件作品参
展，作品涵盖了国画、书法、篆刻、油画、彩铅、水粉，以及摄影、设计、工艺等。本次展览将持续到5月20日。图为
志愿者（左一）正用手语向聋哑参观者讲解油画《力量》。 本报记者 熊远帆 谢婉雪 摄影报道 本报5月17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谢兴吾 陈妙琼） 据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今天发布的统计
数据：一季度，全省就业和社会保障
工作完成情况良好， 城镇新增就业
人数稳步增长，社保基金实现增收。

根据统计数据：一季度，全省实
现城镇新增就业20.59万人， 同比增
加2.1万人； 征收企业养老保险费
85.71亿元，同比增收19.17亿元。

一季度，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
险参保人数已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3405万人的81.5%。截至3月底，全省
96个已试点县市区共有新农保登记
参保人数2774万人 ， 其中已缴费
1829万人， 参保缴费率达到85%；在
职参保人数为155万人，征收机关事
业单位养老保险费19.6亿元。其中，
长沙、株洲、湘潭、张家界、自治州已
经实现了新农保制度的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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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17日讯 （记者 肖建
生 通讯员 田原） 据省统计局今
天发布的数据，1至4月，我省房地
产业在保持总体增长的同时 ，完
成投资、施工面积增速明显回落，
土地供应、新开工面积、商品房销
售面积下降，房屋均价稳中有降。

数据显示，前4个月，全省房地
产开发完成投资523.44亿元，同比
增长17.1%，比去年同期下降13.7个
百分点。从投资结构看，住宅投资
增幅回落尤为明显。全省住宅投资
372.66亿元，增长5.9%，增速比去年

同期下降27.9个百分点。
前4个月，全省商品房屋施工

面积15887.11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1.1%。 全省商品房屋销售面积为
911.29万平方米，同比下降21.3%。
其中住宅销售面积837.79万平方
米，下降22.6%。

前4个月，全省商品房屋销售
均价为3797.84元/平方米，同比下
降2.2%，比1至3月下降21.85元。其
中，住宅销售均价为3568.02元/平
方米，同比下降2.8%，比1至3月下
降19.57元。

本报记者 苏莉

湖南是生猪养殖大省。 2011年，
全省生猪出栏7300多万头， 出栏量
居全国第二位， 人均出栏量居全国
第一位。 2011年， 农业部对我省畜
禽产品产地监测合格率达到100％。

5月11日， 2012 “三湘农产品质
量安全行” 宣传周启动， 包括生猪
在内的畜禽水产品质量安全成为关
注重点。 宣传周期间， “三湘农产
品质量安全行” 采访组分别赴相关
省直部门采访， 对我省从生产基地
到餐桌安全链是的形成有了深入了
解。

猪场： 检测结果为阴
性， 没有使用瘦肉精

【现场】
检测人员将采集的生猪尿液分

瓶装置，从包装中取出试纸条，打开
后平放在桌面上，用滴管在每瓶尿液
中吸取样品溶液， 滴加3滴于加样孔
中，静待5分钟后，两条红线出现在试
纸上。检测人员当场宣布：“检测结果
为阴性，没有使用瘦肉精！”

5月11日至12日， 省畜牧水产局
分别对长沙市望城区、 长沙县开展
“瘦肉精”突击排查。检查组携带快速
检测设备， 主要排查盐酸克伦特罗、
莱克多巴胺、沙丁胺醇（3种常见“瘦
肉精”）的使用情况。在望城区，抽查
了80个养猪场，抽取245个样品，经检
测全部为阴性；在长沙县，同样采取
随机抽样的方式，对8个乡镇141户养
猪户所养生猪进行了“瘦肉精”快速
检测， 共抽取尿样429个。 经临栏检
测，除1个疑似阳性外，其余全部为阴
性。疑似阳性样例，经省级实验室检
测，结果为阴性。

【监管措施】
为确保群众吃上放心肉 ， 促进我

省生猪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省畜牧水
产局健全监管机制 ， 严格排查监测 ，
连续3年在全省范围内开展 “瘦肉精 ”
专项整治 。 2011年， 全省生猪 “瘦肉
精 ” 检出率为0.005%， 生猪质量总体
安全。

2009年， 我省在全国率先实行生
猪产地检疫与 “瘦肉精 ” 抽检同步制
度， 对上市出售的生猪在出栏前全面
开展 “瘦肉精 ” 等违法添加物抽检 ，
确保问题生猪不外运 ， 问题猪肉不上
市。 2011年5月至2011年底， 先后对双
峰县、 桃源县等10个生猪大县 ， 开展
地毯式的突击拉网排查。

我省是供港澳出口活大猪和肉类
的主要省份， 活猪出口量占香港市场
的20％左右。 在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的严格监管下， 近5年来我省没有发生
大的出口动物及产品质量安全事故 ，
出口动物及产品没有发生索赔情况 。
湖南供港澳活猪已经实现连续7年违禁
药物 “零检出”。

市场：食品安全追溯码，
相当于猪肉的“身份证”

【现场】
5月16日， 长沙市民陈女士在红星

生鲜市场买了一斤猪肉 。 付款后 ， 她
拿到了一张有点特别的小票 。 这张小
票上， 除了商品重量 、 价格 、 日期等
信息外 ， 还有一个食品安全追溯码 。
根据这个追溯码， 可以查询到 ， 她买
的这斤猪肉， 来自湘潭县响塘村的一
个养殖户。

“这个追溯码就相当于猪肉的
‘身份证’， 消费者可以凭它查询到这
头猪的养殖、 屠宰 、 批发 、 检验检疫
等所有信息。” 红星盛业集团有限公司

溯源办副主任欧阳泽介绍 。 早在去
年9月， 长沙市雨花区便启动了生猪
产品质量溯源体系建设试点工作 ，
对进入雨花区市场交易的生鲜猪肉，
进行生产 、 流通和消费环节的全面
溯源管理。 目前， 在红星生鲜市场、
树木岭农贸市场均可以 买 到 这 种
“溯源肉 ”。 据悉 ， 长沙市已经申报
全国肉菜追溯体系建设试点 ， 如申
报成功 ， 将由国家投入专项资金 ，
建设肉菜追溯体系。

【监管措施】
据省商务厅介绍 ， 我省拟在全

省14个市州建立屠宰监管工作平台，
在全省选择符合定点设置规划的80
家规模以上屠宰厂 （场 ） 安装现场
监控设备 ， 覆盖生猪进厂 （场 ） 查
验、 待宰、 检疫检验、 无害化处理、
肉品出厂 （场 ） 等关键环节 ， 并运
用现代信息技术 ， 将省 、 市 、 县三
级工作平台上下贯通 ， 与屠宰企业
现场监控装置横向连接 ， 确保及时
发现问题， 处理违法违规行为。

今年 ， 省工商局将在全省范围
内进一步加大对农贸市场 、 畜禽水
产品批发市场 、 商场和超市的检查
力度 。 通过开展调查摸底和市场清
查 ， 加大对畜禽水产品及其制品市
场的日常监管和市场巡查 ， 加大对
销售假冒伪劣农产品 、 违法添加非
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以及消
费侵权违法等案件的查处力度。

省质量技术监督局透露 ， 下一
步全省质监系统将按照 “三湘农产
品质量安全行 ” 组委会的统一部署
要求 ， 以畜禽水产制品为重点 ， 竭
尽全力抓好食品生产监管工作 。 今
年将主要抓好产品分类监管机制 、
企业法人约谈机制 、 生产许可退出
机制和惩戒失信企业的 “黑名单 ”
工作机制。

餐馆食堂： 建立采购记
录，严禁病死猪肉端上餐桌

【现场】
5月10日上午 ， “三湘农产品质

量安全行” 采访组一行察看了长沙运
达喜来登酒店在进货查验、 索证索票
制度方面的执行情况。

9时30分，供货商送来生鲜肉类，工
作人员验收之后，这些肉类被送入冷库
存放。“我们的生鲜肉类、 水产品等，全
部是由指定供货商提供， 在采购时，严
格执行《餐饮服务食品采购索证索票管
理规定》。”酒店相关负责人介绍，他们
与供应商签订了包括食品安全内容在
内的采购供应合同，严格查验动物产品
检疫合格证明，并建立采购记录，绝对
不会让病死、来源不明或不合格的畜禽
水产品出现在酒店的餐桌上。

【监管措施】
为切实加强餐饮服务环节鲜肉和

肉制品食品安全监督管理， 保障公众
饮食安全， 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从
去年12月下旬开始， 在全省范围内组
织开展了餐饮服务环节鲜肉和肉制品
安全整顿治理工作。 在近半年的专项
整治行动中， 全省各级食品药品监管
部门共出动执法人员71964人次 ， 检
查餐饮服务单位70398户次。

对下一步监管工作， 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负责人表示， 将继续落实
主体责任， 强化索证索票， 加强监督
检查 。 近期 ， 将组织7个组 ， 分赴全
省14个市州， 开展中小学 （含托幼机
构） 食堂食品安全督查， 将畜禽水产
品作为重点排查对象， 严禁餐饮服务
单位采购和使用病死、 毒死、 来源不
明或不合格的畜禽水产品， 严禁从私
屠滥宰等非定点屠宰企业采购鲜肉 ，
严控重大食物中毒事件发生。

本报5月17日讯 （记者 肖建
生 通讯员 殷进） 据省统计局今
天发布的数据，1至4月，全省全社
会用电量为438.52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5.9%， 增幅较1至3月份回落
2.2个百分点，较去年同期回落6.5
个百分点。

数据显示，第一、三产业用电量
增速放缓，第一产业用电量36.42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12.0%，增幅较1至
3月份回落1.6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用
电量52.22亿千瓦时， 增长11.5%，增

幅比1-3月份低2.0个百分点。
第二产业用电量降幅加大 ，

第二产业用电量249.67亿千瓦时，
同比下降1.7%， 降幅比1至3月份
多1.6个百分点；4月份当月用电量
为59.27亿千瓦时，下降6.7%，降幅
比3月份多3.8个百分点。

数据显示， 大部分市州工业
用电量呈负增长，1至4月份，全省
除郴州 、岳阳 、衡阳 、邵阳 、永州 、
长沙6个市外， 其余8个市州工业
用电量呈负增长。

本报5月17日讯（记者 肖建生
通讯员 徐祺 田杰平）据省统计局
今天发布的数据，1至4月， 我省固
定资产投资平稳增长，共完成投资
2916.75亿元，同比增长24.1%。

1至4月， 全省在建项目13048
个 ，同比增长18.8%，比1至3月提
高9.2个百分点。 在建亿元以上重
大项目1239个， 比1至3月增加158
个，其中，新开工亿元以上重大项
目223个，比1至3月增加102个。在
建项目投资总规模24540.19亿元，
增长24.3%。其中 ，新开工项目规

模3589.84亿元，增长47.2%。
统计数据显示， 前4个月，全

省一 、 二 、 三次产业分别投资
108.03亿元 、1291.6亿元和1517.13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73.1%、30%和
17.1%。 全省工业投资 1202.08亿
元 ，同比增长25.1%，增速比1至3
月提高1.4个百分点。 在工业投资
中 ，纺织业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
医药制造业等12个行业投资增速
在40%以上 ， 这些行业完成投资
410.54亿元，占工业投资的比重达
到34.2%。

本报5月17日讯 （记者 肖建
生 通讯员 孟强） 据省统计局今
天发布的数据，4月份， 全省实现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40.22亿元，
同比增长14.9%，1至4月累计实现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334.88亿
元，同比增长15.4%。

从统计数据看， 全省限额以
上批发零售企业中， 家用电器和
音响器材类4月份零售额18.43亿
元，同比增长18.2%，比3月份加快
7个百分点。1至4月累计实现家用

电器和音响器材类零售额69.98亿
元，同比增长16%。此外餐饮消费
增长较快， 限额以上餐饮企业零
售额16.45亿元，同比增长20.2%。

统计数据显示，4月份全省汽车
类及石油制品类商品零售额增幅下
滑明显。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中，
汽车类零售额46.10亿元， 同比增长
5.8%， 比上年同期下降14.5个百分
点，比3月份低7.6个百分点；石油制
品类零售额57.22亿元， 同比增长
16.8%，比上年同期低31.8个百分点。

“看到了雷锋精神的升华”
本报朱玲报道引起强烈反响
本报5月17日讯 （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苏木亚）连日来，本报关于省武警总队直属支队
上尉朱玲烈士的报道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大家纷纷表示， 通过报道看到了朱玲践行革命
军人核心价值观的自觉追求， 看到了雷锋精神
在一位武警战士身上的升华， 朱玲值得全社会
向她学习。

从朱玲同志牺牲到现在，在直属支队军营，
战友们依然无法相信她就这样走了。 朱玲好友
戴洁说， 听到她出事消息的那天， 我难受了整
晚，觉得这么真切的一个人就这样走了，至今难
以相信。一直以来，她活得都是那么朴实，从不
乱花一分钱，总以笑脸待人，给人一种如沐春风
的感觉，让面对她的人都愿意亲近她。

近日， 省民政厅领导来到直属支队看望慰
问朱玲烈士亲属。 省民政厅副厅长祝青云说：
“在湖南日报上看到朱玲烈士的事迹后，我们感
到非常震撼。 一名女同志能够有如此的担当与
大义，舍生忘死，誓死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着实令人敬佩。她不仅是一名合格的武警警官，
更是党和人民的好女儿，我们为她感到骄傲。”

网友“知言”在微博上留言说，朱玲在关键
时刻的大气魄， 正是对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内
核的生动诠释，在生与死的边缘她献身使命，重
人民安危之大义， 将热爱人民化为了自己的实
际行动。

本报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吕高安

5月22日，国家南北交通“大动脉”———
京港澳高速公路的重要部分，湖南境内
的潭耒高速公路将启动提质改造工程。
省高速公路管理局16日发布消息：潭耒
高速公路大修期间，将按照先北上再南
下方向， 分别实施半幅道路封闭施工，
工期约7个月，全长103公里。交通部门
提醒广大驾驶员：5月至11月的施工期
间，道路将半封闭通行，实施交通管制，
车辆绕道通行。

大修原因：
7万辆车流量难堪重负
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省高管局党委委员贺定光介绍 ，
近年来， 潭耒高速公路过境交通以及
地方交通车流量急增， 日均车流量已
经超过3万辆， 最高时达7万辆。 “交
通量的快速增长以及重载、 超载车辆
的增加， 严重影响了潭耒高速公路的
服务水平， 路面、 桥梁、 涵洞已经出
现不同程度的病害。”

“特别是2008年冰灾以后 ，道路病
害逐年增加，直接影响通行速度，交通
事故频发。” 潭耒高速公路管理处副处
长冯仕清向记者介绍。

另一方面，由于潭耒高速公路目前
的道路养护和维修速度已经跟不上路
面、构造物破坏速度，行车速度大受影
响。“每年光是日常养护费用这一块就
要花费1.4亿元。”冯仕清透露。

省高管局副局长何海鹰表示 ，目
前，河北、河南、广东等省已经相继开始
了京港澳高速的提质改造工程，潭耒高
速公路的提质改造，将避免京港澳高速
在湖南境内造成“梗阻”。

大修方案：
5月至11月道路单向通行
将维持原双向四车道
此次提质工程分二期展开，一期工

程为马家河互通至大浦互通长103公
里，计划今年5月至11月下旬完成。二期
工程为大浦互通至耒阳互通 ， 长64公
里，计划明年10月完成。

今年进行的一期工程将分两个阶
段实施：第一阶段为5月至8月，由南往
北方向封闭施工， 北往南方向正常通
行；第二阶段为8月至11月，北往南方向
封闭施工，南往北方向正常通行。

根据项目计划，此次大修将在保持
潭耒高速公路原有28米路宽不变的基
础上进行改建，继续维持原双向四车道
高速公路标准。

“改造范围包括全线路面、收费系
统等 ，在路面的改造中 ，将采用 ‘白改
黑’方式，”冯仕清解释说，“白改黑”通
俗意义上的理解，即“白色水泥路面改
为黑色沥青路面”，“改造后， 路面在环
保、防尘、降噪和增添行车舒适性方面
有显著提高。”

交通分流：
可绕道走潭衡高速

不会增加费用
省交警总队高支队副支队长李湘

波介绍，潭耒高速公路大修期间，将采
取“半幅封闭施工，半幅单向通行；高速

分流为主，国省干线为辅”的方式，进行
交通分流。

据介绍，由于与潭耒高速平行的京
港澳复线潭衡高速已经通车，加上今年
底即将通车的衡桂高速和桂武高速，因
此在大修期间，高速分流线路可选择潭
衡高速。分流后，会增加驾驶里程数，但
是高速收费不会增加。

“例如，从广东方向的来车，可在大
浦互通出口走衡邵高速，经杉桥互通转
潭衡高速，在塔岭互通出口再往上海方
向走，到殷家坳互通。”李湘波提醒广大
驾驶员，可通过潭耒高速公路的腾讯官
方微博等途径及时关注道路状况，提前
选择出行线路。

长益高速北半幅
22日开始大修
长沙至益阳车辆
可分流走319国道

本报5月17日讯 （记者
邓晶琎 ） 省高速公路管理
局昨日发布消息 ： 长益高
速公路北半幅 （长沙至益
阳段 ） 将于 5月 22日至 8月
下旬进行大修 。 从长沙往
益阳方向的车辆可选择绕
道319国道。

据介绍， 长益高速公路
2011年8月启动大修 。 分两
阶段实施： 第一阶段为2011
年8月至2011年11月 ， 进行
南半幅大修； 第二阶段为今
年5月至8月， 进行北半幅大
修。 去年11月已完成第一阶
段的施工， 南半幅 （益阳往
长沙方向） 交通顺利恢复。

此次北半幅大修期间 ，
将实施 “北半幅封闭施工 ，
南 半 幅 单 向 通 行 ” 方 案 。
即， 益阳至长沙方向通行不
受影响， 长沙至益阳方向车
辆必须选择分流路线。

施工期间， 长沙往益阳
车辆可选择走国道319通行。
如， 从长沙市区出发车辆 ，
可经金洲大道， 上319国道，
到沧水铺后可转益宁城际干
道， 前往益阳市或朝阳收费
站上高速。

从生产基地到餐桌的安全链
———2012“三湘农产品质量安全行”监管纪实

潭耒高速22日起提质改造
5月至11月半封闭施工，单向通行；车辆可绕道潭衡高速

房地产增速回落
●住宅投资增幅回落27.9个百分点
●商品房屋销售均价同比下降2.2%

一季度全省新增就业20.59万人
企业养老保险费增收19.17亿元

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9%

8市州工业用电量呈负增长

在建亿元以上重大项目逾千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4.1%

汽车类商品零售额增幅下滑
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334.88亿元

省统计局发布1至4月相关数据

本报5月17日讯 （记者 刘尚
文 ）近日 ，由省人大环境与资源委
员会、省环保厅、省旅游局主办，爱
心企业妙盛国际全程资助，华声在
线承办的“保护母亲河， 妙盛湘江
行”环保摄影大赛在长沙颁奖。

2011年9月4日，“保护母亲河 ，
妙盛湘江行” 大型漂流暨湘江全流
域大型公益环保活动启动，1000余

名环保志愿者和摄影爱好者参与了
本次活动。他们以“关注湘江母亲河，
打造东方莱茵河”为宗旨，从湘江源
头一路沿江漂流而下，直至洞庭湖，
沿途进行环保宣传和水样采集。摄
影志愿者记录下了沿途见闻， 通过
2000多幅摄影作品向大众展现出湘
江最真实的一面。 本次大赛评选出
一等奖2名，二等奖5名，三等奖10名。

“保护母亲河 妙盛湘江行”摄影大赛颁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