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邵阳市 中雨转小到中雨 24℃～30℃
湘潭市 中雨转小到中雨 24℃～30℃

张家界 大到暴雨转暴雨 22℃～27℃
吉首市 大雨转中雨 23℃～26℃
岳阳市 大到暴雨 25℃～28℃

常德市 大到暴雨转中雨 23℃～27℃
益阳市 中到大雨转中雨 23℃～29℃

怀化市 大雨转小雨 24℃～28℃
娄底市 小到中雨 24℃～30℃

衡阳市 阵雨转多云 26℃～32℃
郴州市 多云 25℃～32℃

本版责编 李茁 版式编辑 刘岳 责任校对 胡永龙

市州新闻

株洲市 雷阵雨 25℃～32℃
永州市 阵雨转多云 25℃～31℃

9
长沙市
今天，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小到中雨
南风 ２ 级 26℃～30℃

２０12年6月26日 星期二
通讯员新闻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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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25日讯 （白培生 邓明
欧阳朝夕 骆国平 李秉钧） 桂阳县积
极探索治超长效机制建设， 先后投入
900万元， 在全县建起了货运车辆 IC
卡管理和货运源头企业远程监控系
统， 实现路面执法、 营运车辆管理 、
货运源头监管信息 “一卡化”。 治超
工作也由过去以处罚为主， 逐步转向
车、 货并重， 部门、 乡镇综合治理为
主。 全县超限超载率由以前38%下降

到目前0.2%以内。
桂阳县现有公路3700余公里， 当

地矿产资源丰富、 工矿企业众多， 货
运车辆超限超载现象一度泛滥。 这一
情况引起县里主要领导重视 。 2010
年， 该县全面启动治理公路超限超载
工作， 并把治超纳入政府综合绩效评
估， 实行目标管理。 县里还将治超工
作经费列入财政预算， 全额保障。 并
投资1300万元 ， 建设了双流治超站 、

敖泉卸载场等设施， 成立了30人的稽
查打击队伍。 目前， 全县已建立40余
个治超工作执勤点， 构建起遍布城乡
的治超站点网络。

流峰镇货运源头企业固定磅秤配
备不到位 ， 方元镇双元 、 麻地
采石场治超工作不规范……近
日 ， 桂阳县组织县直治超责任
部门和12个乡镇治超主管人员，
在黄沙坪街道举行点评会议 ，

对前段发现的问题进行剖析， 并严格
落实奖惩措施。 县治超办主任胡小军
介绍， 全县超限超载率由以前38%下
降到目前0.2%以内。

本报6月25日讯（记者 周怀立 通
讯员 林子其 郭灿）“非常感谢董家塅
高科园工作组的贴心服务， 让我们的
项目进展顺利。”日前，位于株洲市芦
淞区的“中航湖南通发”航空发动机修
理中心辅楼顺利封顶， 主体工程迅速
推进。对于当地有关部门的主动支持，
项目负责人表示由衷感谢。

芦淞区委、区政府决定，从今年3月
1日起，深入开展 “和谐芦淞180”活动。

即集中180天时间，力争破解一批“老大
难”问题，扫除发展障碍。为此，全区组
织1000多名党员干部， 组成101个工作
组，深入田间地头、工厂企业，“听民声、
解民忧”，掀起“办实事、抓落实”热潮。

活动中， 工作队员主动到困难多、
问题多、 矛盾多的地方去解决问题，到
群众意见大、呼声大、怨气大的地方去
理顺情绪，到工作展不开、推不动、办不
好的地方去打开局面。该区枫溪城项目

拆迁工作不太顺， 今年5月中旬还出现
了阻工现象，原因是工程影响了附近社
区110余户居民出行。“和谐180”工作队
员了解实情后， 马上两边进行协商，使
双方达成“先修通道再拆迁”的协议，使
拆迁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活动开展以来，区四大家领导将重
点工程作为重点，深入工地解决实际问
题，现场办公30余次，使影响工程建设
的诸多问题得到妥善解决。目前，白关

服饰产业园、城际铁路、航空大道、高精
传动、通用机场、株渌路、山河智能整机
等10多项重点工程进展顺利。

据统计，“和谐180” 活动开展3个
多月来， 芦淞区1000余名干部已走访
101个村（社区）上万户居民，发放干群
联系卡10万多张、《平安芦淞·幸福家
园》安全便民服务手册8万多册，协调
矛盾、解决问题320个，其中包括6件陈
年积案。

本报6月25日讯 （记者 肖军 通讯
员 刘路文） 中国第一古商城———洪江
古商城景区精心打造的 “烟雨洪江”祈
福佑康传灯会， 将于6月30日在城内嵩
云山药王寺拉开帷幕。

洪江自古是湘西南重要驿站和繁
华商埠，是湘西南地区经济、文化、宗教
中心，享有“湘西明珠”之美誉 。相传往
昔嵩云山上古松参天 ，云环雾绕 。清道
光年间，洪江十馆和佛教信徒捐资建嵩
云大兴禅寺，从此洪江古商城与嵩云山
结下不解之缘， 无论富甲一方的商客，
还是慕名前来的创业者，都本着虔诚之
心上山朝拜，山上香火不断。

据介绍，“烟雨洪江”祈福佑康传灯
会将在洪江原生态的 “沅江号子 ”中拉

开序幕。从催人心魄 、穿云裂石的号子
声里，可以感悟到洪江商人不惧风险拼
搏奋斗的豪迈。正是这些踏波劈浪艰苦
创业、 尝尽人间酸甜苦辣的生意人，实
现了 “一个包袱一把伞，来到洪江当老
板” 的美好理想。灯会将讲述一个当年
来洪江的外乡人白手起家的故事，以此
贯穿全场，让游客随主角一起面对千年
奔流不息的沅水与风云变幻的城镇，倾
听洪江商界传奇，感受洪江商界沉浮。

“烟雨洪江”祈福佑康传灯会自6月
30日起，每周六上演 ，将对购买当天景
区门票的游客免费开放 。目前 ，省内各
大旅行社均已推出洪江古商城二日游、
三日游经典线路，还开通了长沙、株洲、
湘潭等区域周末直通车。

本报6月25日讯（记者 李光华
通讯员 陈冠军）日前 ，湘潭市委 、
市政府推出《关于大力扶持中小微
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出台16条
扶助中小微企业发展的措施。湘潭
市政府督促市发改委、经信委等20
个部门切实挑起中小微企业“护航
员”的责任。

16条措施包括市本级财政新增
中小微企业发展扶持资金2000万元；
工业、科技、商务等各类市级财政专项
资金向中小微企业倾斜；加强中小微
企业的用地保障；将国家、省支持中小
微企业的各项优惠政策落实到位、建
立健全中小微企业服务平台等方面。

为确保这16条措施落实到位，
为中小微企业营造好发展环境，市
里成立了专门的领导小组， 全面清
理不利于中小微企业发展的政策规
定、规范收费项目和标准，凡未按规
定权限和程序批准的收费项目一律
取消。由监察局牵头，严肃查处对中
小微企业“索、拿、卡、要”行为。由市
委、 市政府督查室对工作落实情况
进行重点督查，组织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进行专项督查。同时，每一条帮
扶措施都明确一个牵头单位， 一个
以上责任单位包干， 将20个为中小
微企业提供服务、 扶持的部门工作
表现纳入年度绩效考核范围。

本报6月25日讯 （记者 向国生
廖声田） 本报6月7日报道的张家界
市永定区桥头乡秦家台18户无力外
迁的人家地处滑坡险境、 小山村时
常上演“雨夜惊魂”的消息见报后，
在张家界引起了巨大反响。 市委书
记胡伯俊作出了“专题调研、妥善处
置”的专门批示。今天一大早，张家
界市副厅级干部、 区委书记刘泽友
上山现场办公， 作出了眼前加强防
范、明年汛期之前安置到位的决定。

雨前的山里闷热难耐，刘泽友
一行一身汗水走进秦家台，他们察
地基 、看危房 、问情况 ，十分认真 。
他站在村民秦冬至的家里，要村里
干部打开预警喇叭， 自己听听，看

能否听得清楚 。在农户家中 ，一听
完村里汇报，刘泽友就要同行的国
土、交通、民政、党校、乡政府和4位
区级领导大家献计献策出主意。在
否定了原址治理办法之后，大家一
致赞成搬迁安置的方案，各部门还
根据自己掌握的公共资源，有钱的
出钱 ， 有政策的表态充分利用政
策。 临下山前， 刘泽友反复交待：
《湖南日报》的关注，是对我们工作
的鞭策，我们应更加做好这方面的
工作。今天夜里就有大雨，人员、措
施 、预案都要到位 ，不能出任何伤
亡事故。下一步，要尽快拿出方案，
尽快实施，一定要在明年汛期来临
之前，把这18户群众搬迁到位。

本报6月25日讯（通讯员 罗金
勇 记者 张斌）记者今天从江华瑶
族自治县了解到 ，为确保 “海联三
湘 （江华 ）行 ”活动取得实效 ，实现
永州市“全面建设承接产业转移示
范区 ”的战略部署 ，该县正加快建
设湖南海联江华产业园。

“海联三湘行”活动由省委统战
部、省海外联谊会组织发起，旨在发
挥统一战线智力密集、人才荟萃、联
系广泛的优势， 搭建海外人士参与
湖南科学发展的平台 。“海联三湘
（江华）行”是今年我省统一战线“同

心·助力”工程的重要一环。
据了解，江华正在规划建设的湖

南海联江华产业园，将按照国家级经
济技术开发区的标准，在县城规划建
设10平方公里的工业产业园、乡镇配
套规划建设农业产业园和旅游产业
园，逐步形成“一二三产业互为依托，
联动发展”的格局，力争通过3至5年努
力， 使园区内落户重大项目100个，完
成投资200亿元以上，年产能600亿元
以上，创造就业岗位3万个以上，实现
基础设施配套完善、产业集聚效应明
显增强、经济发展成效显著的目标。

本报6月25日讯 （记者 肖军
通讯员 米承实 陈秀建 欧维湘
刘明卿）“学富五车， 书通二酉”成
语出典处，全国道家36小洞天之第
26小洞天 ，历代文人墨客 、达官显
贵前往拜谒的圣地———大酉古藏
书洞，近日在辰溪县城河对面的潭
湾镇小田坪村大酉山麓被发现。

大酉洞是藏书圣地。古有“学富
五车，书通二酉”的成语，指大酉山、
小酉山两山山洞中藏书千卷的记载。
“二酉藏书”分大酉藏书和小酉藏书，
相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儒生藏书
地。 小酉藏书在沅陵小酉山之小酉
洞，而大酉藏书在辰溪大酉山之大酉
洞。对此，清乾隆30年《辰州府志》和
清道光《辰溪县志》均有详细记载。

大酉洞还是道教圣地， 历史上
曾为高道修炼地， 在唐代被道教定
为全国36小洞天之第26小洞天，史
称“妙华洞”。信奉道教的北宋真宗
皇帝赵恒曾封禅大酉山， 就是因为

此山有著名的大酉洞。 可这样一处
文化和道教圣地， 自清朝中叶以来
仅存于文献和书籍记载中， 有山而
未见洞， 世人千方百计在大酉山及
周边寻找未果。近10年来，辰溪县旅
游、史志、宗教、文化等部门投入大
量人力、物力搜寻，但也没有找到。

6月17日上午， 辰溪县政府研究
室主任何小平在当地一位姓戴的老
人带领下，在大酉山主脉下找到了一
个山洞，发现洞所处方位和洞内情景
与古书中记载的大酉洞十分相似。6
月20日下午， 何小平携带清道光版
《辰溪县志》，与县史志办、县旅游局、
县广播电视台、 县宗教局负责人一
道，进山洞深入探察。洞下为沅水，斜
望辰溪古景———锦岩塔，洞周边秀峰
环绕、树木参天、云雾如纱。洞口扁狭
如厅，间有石凳；洞内石笋倒立，丹色
时现，水响如雷。外面溪水潺潺，二座
石桥静立。其景象与清道光版《辰溪
县志》所载图画和描述完全吻合。

本报6月25日讯 （通讯员 肖建 曾
瑞华 记者 杨军）近日 ，由益阳市美食
家协会主办的“中国淡水鱼都 ”鱼菜鱼
宴高峰论坛，在益阳皇家湖福林酒店举
行。来自益阳各地的一批名厨在这里切
磋技艺、点评菜式，为打造“舌尖上的益
阳”献计献策。

益阳是“中国淡水鱼都”，也是我省
“美食之乡 ”。 历史上益阳十五里麻石
街、特别是资阳区大码头一带 ，曾是一
条繁华的美食街。 益阳厨师心灵手巧，

精心制作出红烧鱼 、蝴蝶过河 、鱼头炖
豆腐、武潭水煮鱼等坊间名鱼菜 ，令许
多食客流连忘返 。近年来 ，该市美食家
协会立足当地丰富的淡水鱼等食材资
源，积极搭建交流平台 ，推进具有地方
特色的美食品牌建设。这次高峰论坛的
重头戏之一 ，就是品鉴由 “一品鱼尾 ”、
“才鱼过江”、“黄金狮子头”等24道精美
鱼菜组成的皇家湖宫廷全鱼宴。在协会
指导下，鱼宴菜式新颖、味道鲜美独特，
受到与会代表好评。

“和谐180”扫除发展障碍

超限超载得到有效整治

“烟雨洪江”祈福佑康传灯会
6月30日拉开帷幕

6月25日， 花垣县道二乡劳动培训站内， 百余名农村妇女在学习缝
纫技术。 今年来， 该县对农村妇女加强技能培训， 拓宽她们的就业渠
道。 石林荣 摄

“舌尖上的益阳”吸引八方客
江华筹建湖南海联江华产业园

湘潭16招助力中小微企业

本报报道引起反响

秦家台滑坡地段18户群众有望“化险为夷”

辰溪大酉山发现一山洞
疑为“书通二酉”之大酉古藏书洞

芦淞区

桂 阳

本报6月25日讯 （记者 刘凌 通讯
员 谢昌友）近日，长沙市天心区白沙井
社区每月一次的 “今天我为您服务”活
动如期举行，作为白沙井社区党总支的
“兼职委员”，5家驻区单位党组织负责
人发挥各自单位优势， 开展爱心义诊、
法律咨询、爱心集市等活动,赢得了社区
群众的交口称赞。

2009年，白沙井社区党总支成立了
“党员服务联盟”，将辖区内17家非公企
业党组织全部吸纳为成员单位，随后社
区党总支在驻区单位党组织中广发英

雄帖，通过个人自愿报名 、单位或群众
推荐等方式产生“兼职委员”候选人，最
终5家驻区单位党组织负责人成为社区
党总支兼职委员。这些兼职委员协助社
区党总支定期商讨事关社区发展的“四
事”,即：大事、急事、要事、实事，同时带
领社区17家非公企业党组织成员，将各
种资源整合到社区党建活动和社区建
设中，经常开展好“四项服务”，即：党性
教育、困难帮扶、便民服务 、文化服务 ，
真正做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共驻共
建、共建共荣。

白沙井社区广引“兼职委员”服务社区

本报6月25日讯 （记者 匡玉
通讯员 周家勋 全立军 )6月25日，
家住衡阳市石鼓区人民街道、在广
东广州打工的蒋美艳、 赵华夫妇，
高兴地从广州市白云区新市街萧
岗北社区居委会计生专干手中，接
过了跨省流动人口婚育证明。

衡阳市人口总数居全省第一，
每年前往广东经商 、 务工人员超
过100万， 占全市跨省流出人口的
87.43%，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信息
监测难到位 、 节育服务难落实 、
违法生育难控制等问题日益突出。

为此， 去年3月， 衡阳市与广州市
建立紧密型协作关系 ， 签订了两
地流动人口计生服务管理双向协
作协议 ， 形成信息互通 、 资源共
享、 管理互动、 服务互补等4项有
效的工作制度 ， 共同为育龄妇女
提供避孕节育 、 优生优育 、 生殖
健康等服务。 协作机制建立以来，
已就近为育龄对象办理计划生育
证明2400多人次 ， 补登流动人口
信息4.5万多人次， 核查信息40余
万条 ， 并为3200多人次提供长效
避孕节育服务。

衡阳跨区协作服务流动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