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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花高速公路途经张家界永定区

以及自治州永顺、保靖、花垣3县。张花
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后，将在湘西北地区
形成一条东西方向的运输主动脉，推动
湘西北少数民族区域经济发展，促进沿
线旅游资源和矿产资源开发。

本报6月18日讯 （记者 段云行 贺威
通讯员 尹正秋）娄底市审计局日前举办
了全市审计系统行政执法暨经济责任审
计知识培训班，共培训232人，像这样的培
训学习，在娄底市审计局已成为常态。近
两年来， 该局选送干部到高等学府和上
级机关接受教育培训35人次，组织大规模
的计算机审计培训3 次， 培训人数达200
人次， 并组织全市审计系统90余人参加
AO认证考试，通过率100%。

在以学习促审计科学发展过程中，
娄底市审计局坚持把完善学习制度作
为第一抓手， 实施学习目标化管理，推
行一日读一文、一周一心得、一月听一
讲、一季一调研、一年一考核的“5个一”
制度。对干部学习情况进行“双考一述
双评”，即每年一次考试、考核 ，党员干
部在述职述廉的同时，必须述学 ，并以
此作为评先评优的重要参考。

娄底审计局还打造了一批富有特
色的学习新阵地、新平台、新品牌，开办
了 “周五讲坛”，采取“请进来”和“党员
干部当讲师” 的办法，2011年邀请各级
专家学者作专题辅导报告7场， 局领导
班子成员和理论学习骨干人人上讲台
当讲师，讲党课学业务。另外，在全市审

计系统中开展了 “我为审计添光彩”演
讲比赛、书画作品比赛、审计廉政文化
征文评选、“我身边的优秀共产党员”巡
回宣讲、到革命圣地参观等红色主题活
动，积极开展“三湘读书月”、“全民阅读
进机关”等活动，不断增强学习的积极
性。

娄底市审计局的学习活动始终紧
贴娄底市科学发展、 加速赶超战略，通
过学习提升能力素质，以实践功效彰显
学习成效 ， 在实际工作中体现作为 。
2011年，全市审计机关完成审计及审计
调查项目254个， 经审计处理上缴财政
2236万元，向有关部门提出审计意见和
建议542条，被采纳505条。

本版责编 李军 版式编辑 余蓉 责任校对 胡永龙 综合3２０12年6月19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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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邓晗 张玉环

【判决结果】 6月15日， 沅陵
县人民法院以非法持有枪支罪判
处张某管制1年， 在管制期间禁止
其从事非法狩猎活动。

【案件回放 】 张某系沅陵县
凉水井镇云丛洞村人 。 2011年9
月24日， 他携带一支火枪准备上

山打猎 ， 被沅陵县公安局凉水井
派出所民警发现 ， 其所持火枪及
火药被当场扣押 。 该火枪已使用
10余年， 张某曾用它打死过野猪、
野兔等野生动物 。 经怀化市公安
局物证鉴定所鉴定 ， 该火枪被认
定为枪支。

【法官说法 】 本案主审法官
侯长福介绍， 《刑法》 第128条规
定 ， 违反枪支管理规定 ， 非法持

有 、 私藏枪支 、 弹药的 ， 处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 、 拘役或者管制 。
第38条规定 ， 管制的期限 ， 为三
个月以上二年以下 。 判处管制 ，
可以根据犯罪情况 ， 同时禁止犯
罪分子在执行期间从事特定活动。
侯长福认为 ， 张某违反枪支管理
规定， 非法持有枪支 ， 其行为已
构成非法持有枪支罪 。 鉴于其认
罪态度好 ， 有悔罪表现 ， 从轻作

出上述判决。
【温馨提示】 火枪也是枪支，

非法持有枪支不应该 ， 进行非法
狩猎更不应该。

本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金中平 周晓鹏

李自成：抢抓机遇、加快发展是当前
县域经济主旋律。站在宏观高度，结合溆
浦实情，将坚定不移突出“四个加快 ”发
展重点，抓住关键环节，谋求新突破 、实
现新跨越。

“溆浦的发展任重道远，后发赶超任
务十分艰巨。”近日 ，采访怀化市副厅级
干部、溆浦县委书记李自成，感觉他有一
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 ，“发展 ”二
字成了他言谈中的关键词。

“溆浦历史悠久 ，又是农业 、人口和
资源大县，被称为 ‘一久三大县 ’。”简短
的县情介绍后，李自成说，经过全县干部
群众奋力拼搏，该县“十一五 ”取得了辉
煌成就，“十二五” 实现了良好开局 。但
是， 全县经济社会发展仍面临不少困难

和问题，与发达地区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为此， 他们今年确立了地区生产总值增
长13%以上的新目标。

如何提速发展，确保目标实现？李自成
说，抢抓机遇、加快发展是当前县域经济主
旋律。站在宏观高度，结合溆浦实情，将坚
定不移突出“四个加快”发展重点，抓住关
键环节，谋求新突破、实现新跨越。一是加
快推进以交通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夯
实发展基础。 重点做好沪昆高速、 娄怀高
速、益溆高速的协调、建设和服务，积极争
取桥江民用机场立项，加快形成“铁、公、
机”现代交通网络体系。二是加快推进新型
工业化，补长工业“短腿”。重点抓好滕森年
产100台垃圾无害化净化装置、湘维雪峰2
条PVA（聚乙烯醇）生产线等10个新项目
建设，力争年内投产；启动江口省级工业
集中园和桐木溪工业园一期基础设施建
设， 引进一批符合科学发展和国家产业
要求、有竞争力的好项目 、大项目 。三是
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突破传统瓶颈。坚
持走科技兴农之路，以实施农业“12大工
程 ”为抓手 ，培育壮大优质稻 、柑橘 、生
猪、油茶、中药材等产业，扶持雪峰食品、
春和菌业等龙头企业发展， 实现农业增
效、 农民增收。 四是加快推进农村城镇
化，建设幸福家园。在继续突出县城中心
城市建设、改善人居环境的同时，加快推
进低庄 、江口 、龙潭 、桥江 、双井 “5朵金
花”小城镇建设，刷新城乡“面孔”。

“做好今年经济工作，全县干部将始
终保持一股迎难而上的勇气、 敢为人先
的锐气、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倔气，为加快
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采访中 ，李自成话
语铿锵有力， 显示出坚定不移抓发展的
决心和信心。

■县（市、区）委书记谈发展

“四个加快”求突破
———访溆浦县委书记李自成

李自成 通讯员 摄

6月18日，周迎春、刘朝晖等学员在交流新时代如何学习和弘扬雷锋精神。当天，省委党校举办“雷锋精
神的时代特征”学员论坛，240名学员聚集一起学习、讨论雷锋精神。 本报记者 刘尚文 摄

本报6月18日讯 （记者 唐爱平
通讯员 李箐箐 ）泔水 、潲水油 、
地沟油、灶台油……这些让食客
大倒胃口的东西 ， 即将变废为
宝。今天，中联重科传出佳音：中
联重科环卫机械公司研发的全
套装备，顺利通过将餐厨垃圾处
理成生物柴油和工业原料的各
项考试 ， 获得进入市场的通行
证。今年10月1日，长沙将启动全
市范围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理。目
前 ，设备安装已进行调试 ，本月
底投入试运营。

餐厨垃圾中的食物残余和废
弃食用油脂，过去由于缺乏有效监
督和专业设备，为不法分子利用加
工，给食品安全带来危害。2010年，
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加强地
沟油整治和餐厨废弃物管理的意
见》， 就推进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和无害化处理作出要求， 即到
2015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
处理率要达到80％以上，50％设区
城市初步实现餐厨垃圾分类收运
处理。

早在2008年， 中联重科成立

“餐厨垃圾资源化处置”项目组，研
发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餐厨垃
圾无害化、减量化和资源化处理系
统，成为目前国内综合实力最强的
餐厨垃圾收运和处理成套装备制
造企业， 并于今年建成示范工程。
目前，由中联重科为设备供应方的
全国首个高端餐厨垃圾资源化处
理中心———张家港餐厨垃圾处理
厂，即将竣工试投产。国内多个城
市也与中联重科展开实质性合作，
积极对餐厨垃圾无害化、减量化和
资源化处理利用。

本报 6月 18日讯 （记者 朱永华
通讯员 彭杰辉 吴胜强）不做表面文章
凑热闹，只求学有所得促发展 。娄底市
在学习创建中形成明确导向：深层次把
握学习的要旨，选择最有价值的内容学
习，在推进发展的过程中实现学习的价
值化。这种“选择性学习”在各级部门彰
显实效。

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工作开展以来，
娄底市委确立 “抓学习就是抓发展”的
指导思想， 深层次把握学习的要领，立
足解决实际问题抓学习。娄底市发改委
倡导“选择学习的态度”：在学习中明确
自己的目标定位，要做市委市政府的第
一流的参谋机关，学习可用于娄底发展
的东西。要求干部熟读政策、学习参照、
结合娄底实情。 该委连续3年在综合类
部门行风建设、班子建设考核中获得第
一， 娄底市在制约地区发展的产业结
构、交通网络、项目建设等方面也有了
长足进步。

职能部门把选择性学习导向管理与
服务的创新。 娄底市电业局坚持以安全
生产和营销服务为核心， 凝聚广大党员

干部的智慧和力量。通过“比学赶帮”带
动学习创新的热情。 该局线路管理所以
学历较低的党员职工为班底，成立“老虎
创新工作室”，开展科技创新活动，推出
一批创新成果：“融冰短路装置”、“全方
位旋转升降绝缘平台” 等一批被广泛应
用。该局相继成立“浩评服务队”、老虎工
作室、推出了“方氏宝典”工作法，这些都
是在学习中结出的重大创新成果。 作为
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管理部门，娄
底市住房公积金中心抓住机遇， 学用相
长。一方面研究制定出缜密的管理手册，
另一方面通过组织干部职工学习 《论
语》、《报任安书》等经典著作，提高自律
意识，加强风险控制，不仅扭转了亏损局
面，近几年每年增值收益4000万元以上。

“选择性学习 ”，在学习中提炼 “干
货”，在实际工作中要见到成效的做法在
娄底各县区得到有力践行。今年，双峰县
通过学习整顿，改进干部作风，对“村务
不公开、分配不公平、选举不公正、处理
不公正”等问题进行了集中排查处理，实
行领导接访常态化，1至5月份，来县上访
人数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56%。

学在深处 用在实处

娄底“选择性学习”见成效

娄底审计学以致用促发展

前5个月全省用电量
同比增长5.9%
� � � � 本报6月18日讯 （记者 肖建生
通讯员 殷进）据省统计局今天发布的
数据，今年前5个月，全省全社会用电
量为541.5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9%。

数据显示，第一产业用电量较快增
长，1至5月， 第一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12.8% ， 其中5月份当月用电量增长
16.4%， 增幅较4月份上升9.5个百分点。
但第二产业用电量1至5月同比下降
0.8%， 只有5月份当月用电量同比增长
3.0%。此外，第三产业用电量增速放缓。
1至5月 ， 第三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10.3%，增幅比1至4月少1.3个百分点。其
中，5月份当月用电量同比增长4.2%，增
幅比4月份小0.9个百分点。 前5个月，建
筑业，商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房地
产、商务及居民服务业，公共事业及管
理组织用电量增幅均有所下降。

数据还显示， 城乡居民生活用电
量增幅减小，1至5月，城乡居民生活用
电量同比增长22.5%，增幅比1至4月小
1.9个百分点 ；5月份当月用电同比增
长13.1%， 增幅比4月份高0.5个百分
点。 其中城镇居民用电量增长17.6%，
增幅比1至4月小1.3个百分点 ，5月份
当月用电量同比增长9.7%，增幅与4月
份基本持平； 乡村居民用电量1至5月
同比增长28.7%， 增幅比1至4月小2.9
个百分点，5月份当月用电量同比增长
16.2%，增幅比4月份高0.2个百分点。

前5个月，全省大部分市州工业用
电量仍呈下降趋势， 其中除郴州、岳
阳、永州、衡阳、益阳、娄底6市外，其余
8个市州工业用电量呈负增长。

我省有了
国际医师培训资格
湘雅二医院医师培养与国际接轨

本报6月18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王玉林）今后，国内医务人员在
湘雅二医院培训， 并通过统一考试后，
将有望获得国外行医资格。今天，由英
国爱丁堡皇家外科学院、香港外科医学
院联合认证的“普通外科专科医师培训
中心”，落户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据悉， 成立于1505年的英国爱丁
堡皇家外科学院是外科专科医师考试
制度的首创者和革新者， 制定了适用
范围广泛的外科专科医师培训制度、
培训课程体系及培训效果评价标准。
医生经过严格的专业培训和资格考
试， 获得的院士称号是被全世界医学
界所认可的称号。 香港外科医学院培
训管理模式基本与英国接轨， 其与英
国爱丁堡皇家外科医学院合作制订了
完整的培训及考核制度， 并通过与国
内知名医院合作， 逐步建立与国际接
轨的外科医师培训、评估和考试制度，
推动中国外科医师培训的规范化和制
度化。 湘雅二医院是我省首家通过双
方联合认证的专科医师培训中心。

本报6月18日讯 （记者 孙敏坚
通讯员 李英姿 罗当）连日来，本
报在一版推出的 《下基层、 听民
声、 解难题———市州委书记调研
手记》系列报道，受到广大党员干
部群众热烈欢迎，引起强烈反响。

该专栏自4月26日推出，至今
已刊发13期报道。 每一期记录一
位市州委书记下基层、 解民忧的
过程和感悟， 生动展示了市州委
书记深入到田间地头、社区集市，
与老百姓心贴心交流、 实打实办
事的感人画面。报道被人民网、新
华网、凤凰网等及时转载，为全省
广大干部下基层活动营造了良好
的舆论氛围。

“《市州委书记调研手记》专
栏我每期必读。 它切中民生工作
肯綮，问题抓得准，民声摸得实，
角度选得好，文风清新朴实。作为
一名在乡镇工作多年的基层干
部，读来更觉亲切、实在、实用。”
耒阳市副县级干部、 永济镇党委
书记农勇说。

“看了这组报道，我最深的感
受是，‘父母官’ 真心在为群众干
实事！”长沙市天心区书院路街道
70岁居民胡顷贵深情地说：“在这
组报道里， 我们既看到了一边手
拿锄头挖土攘沟，一边试问‘农民
增收路在何方’ 的益阳市委书记
马勇， 也看到了积极为农民打开

销路，带领党员干部为农民当‘劳
力’的怀化市委书记李亿龙；既领
略到了把农民‘菜园子’直接送到
市民‘菜篮子’的永州市委书记张
硕辅的智慧，也体会到了‘拆迁要
尽量少给老百姓添麻烦’ 的岳阳
市委书记黄兰香的决心。 他们的
亲民爱民之情，跃然纸上。”

接受采访时， 广大党员干部
表示，领导干部主动走下会议桌，
走出办公室， 深入到基层老百姓
当中，彰显了“一把手”执政为民
的情怀。 他们深入基层一线接地
气， 把实惠送到老百姓心坎上的
作风， 为全省广大干部下基层活
动树立了标杆。

为湖南籍援疆干部搭建空中走廊

南航推出
“明珠援疆卡”

本报6月18日讯 （记者 陶海音
通讯员 蒋立琴）记者今天从南航湖南
公司获悉，从即日起南航向湖南籍援疆
干部推出“南航明珠援疆卡”，为湖南籍
援疆干部搭建便捷快速的空中走廊。

由于援疆干部往返新疆与湖南次
数多、行李多，南航根据这一特点，规
定“南航明珠援疆卡”持卡人将享受40
公斤的免费行李额，95539服务专线等
专享服务， 与现有的南航明珠会员卡
级别保持一致。

南航还结合援疆干部的出行特
点， 开发定制援建干部及家属特价优
惠和系列服务产品， 推出新疆与内地
城市间的“一票到底”服务、额外免费
行李额、95539专线服务等， 开通24小
时航班查询、机票预订专项服务，提供
电话订票、信用卡支付等服务。

据了解，目前湖南的援疆干部有100
多人，这次南航将为这100多名湖南籍援
疆干部逐一发放 “南航明珠援疆卡”，并
将形成机制， 为今后陆续参加援疆的湖
南籍干部颁发这种特定的援疆卡。

地沟油“终结者”中联造

� � � （上接1版①）
今年，我省将发布第一批43个

产品的能耗控制指标， 涉及7大行
业和103个指标，并重点抓好钢铁、
化工、有色等行业耗能大户的能源
管理中心示范项目建设，实时监管
重点用能企业的能源消耗情况，推
进企业合同能源管理。

实施重点节能工程， 大力实
施工业燃煤锅（窑）炉、电机系统
节能、工业余热余压利用、能量系
统优化等重点节能工程， 并重点
推进100个具有示范带动作用的
企业合同能源管理项目， 助推一
批两型技术产业化。同时，我省还
将制订清洁生产年度审核计划，

重点推进100家企业开展自愿性
清洁生产审核。

在开展两型企业（园区）建设
上， 我省将推进机电产品再制造
试点，推进再制造产业发展；支持
企业通过循环经济重大关键技术
的突破和应用， 促进资源的最优
配置和高效利用。

� � � （上接1版②）
省政府副秘书长王光明发布，

《决定》 明确了旅游强省建设的指
导思想和目标原则，并突出了旅游
强省建设的工作重点是加快构建
以长沙为中心， 以张家界为龙头，
以大湘西旅游经济圈、湘江旅游经
济带为骨架，以湘西生态民俗风情
旅游带等7条黄金旅游带为重点，
大长沙、大湘西、大湘南3大板块协
调发展的旅游产业格局。 增强“锦
绣潇湘，快乐湖南”的品牌影响力。
同时，要完善旅游交通设施，实现
全省旅游客运无障碍互通。提高旅
游管理服务水平、 拓展旅游市场、
加快数字景区建设、加强旅游产业
与相关产业的融合。 《决定》要求

加大对旅游业的财税支持力度、拓
宽投融资渠道、 保障旅游建设用
地、加强规划和法制建设。

省旅游局局
长杨光荣解读了
《湖南省“十二五”
旅游发展规划 》，
我省将优先建设
韶山、南岳、凤凰、
崀山等9大国际旅
游精品，培育10大
国内旅游著名品
牌，创建百家国家
级旅游区 ， 建设
100 家 高 星 级 酒
店，培育10家年营
业收入过 10亿元

的全国知名旅游企业。 并积极探
索发展旅游装备制造业、 会展旅
游业、旅游智业等旅游新业态。

携火枪打猎被判管制1年

《市州委书记调研手记》受好评
“真心为群众干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