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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向国生 廖声田

陈竞：建设“四个慈利”，实力是
关键，开放是动力，绿色是本质，幸福
是目的。归根结底是要走出一条符合
慈利转型发展、 科学发展的道路，实
现全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慈利正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
期、县域经济发展关键期、经济发展
方式转型期，发展一刻也耽误不起，
工作一点也懈怠不得 。”日前 ，刚刚
从乡镇调研回到办公室的陈竞书记
来不及擦拭额上的汗珠， 就握着记
者的手，打开了话匣子。

快人快语的陈竞， 工作节奏也
快。记者采访时发现在他的办公桌上
摆放着一张特别的日程安排表，每一
天上午干什么、下午干什么、晚上干
什么， 都安排得非常具体和紧凑。他
告诉记者，到慈利任职以来的半年时
间里，已跑遍全县31个乡镇和主要的
工业企业。“慈利虽然是一个老少边
穷地区，但又是湘西门户和张家界的
东大门，区位优势、工业优势、资源优

势、人文优势较为突出，特别是迎来了
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和扶贫攻坚、张
家界旅游综合改革试点等一系列难
得的机遇，只要打开‘山门’、抢抓机
遇、真抓实干，就会推动科学跨越！”陈
竞坚定表示。

谈到慈利未来发展方略，陈竞信
心满怀，从容道来：保持连续性，争取
新发展，一届接着一届干，努力建设实
力慈利、开放慈利、绿色慈利、幸福慈
利。建设“四个慈利”，实力是关键，开
放是动力，绿色是本质，幸福是目的。
归根结底是要走出一条符合慈利转
型发展、科学发展的道路，实现全县经
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陈竞说，建设“四个慈利”，今年主
要是落实“五抓”。工业抓园区，加强食
品、机械、化工等传统产业的提质改
造，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
药等新兴产业， 年内要引进投资过
5000万元的企业2家， 新增投产企业5
家，实现园区总产值22亿元、税收5000
万元以上，力争早日把县工业园建设
成为省级工业聚集区。旅游抓特色，积
极发展温泉养生游、漂流探险游、水上
娱乐游、休闲度假游、文化考古游，使
张家界东线旅游迅速“火”起来。城市
抓北扩，着力建设蒋家坪新城区，在澧
水北岸开辟县城新的发展空间。农业
抓示范，大力整合涉农项目资金，加快
推进新农村示范片建设，促进农村繁
荣发展。关键抓项目，今年要储备和实
施项目200个以上，完成项目投资43.5
亿元以上。

“虽然在慈利工作和生活仅仅
半年时间， 但我已深深融入了这片
热土。作为 ‘班长 ’，我将以身作则 ，
真抓实干， 和70万慈利人民一道把
这个大家建设得更加美好和幸福！”
陈竞最后说。

本报6月26日讯（记者 何国庆）高考成绩
公布了，但对于一些特殊科类的考生来说，考
试还未结束。今天，记者从省教育考试院了解
到，7月4日，凡报考有口语要求的外语专业高
校及涉外专业的考生， 须参加全省统一的外
语口语测试， 报考高等学校有徒手画合格要
求的建筑学、城市规划、园林(风景园林)、室内
设计技术等专业的考生， 须参加由省教育考
试院统一组织的“徒手画”加试。

凡高中阶段或高中毕业后通过PETS-2级
以上 (含二级 )口试的，视为英语口试合格。日
语、俄语、德语、法语等小语种口试，由省教育
考试院统一命题并组织测试，地点设在湖南师
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考生须凭高考《准考证》、

本人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高考成绩通知单于7
月3日到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报到。“徒手
画”加试由省教育考试院统一组织。考生凭高
考准考证、第二代居民身份证、高考成绩通知
单于7月3日到湖南大学招生办公室办理报名
手续，7月4日至7月5日加试徒手画。

本报讯 6月24日，正师职离休
老红军肖瑞林同志因病医治无效逝
世，享年99岁。

肖瑞林同志系湖南省桑植县
人 ，1913年3月出生 ，1935年加入红

军 ， 随红二 、 六军团参加了长征 。
1936年 ， 肖瑞林加入中国共产党 。
1995年3月，肖瑞林被中央军事委员
会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二级红星勋
章。

■县（市、区）委书记谈发展

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协办

经济视野economy

一个号称50年不落后的专业市场集群———湾田国际建材总部基地，近日亮相长沙望城区。据开发商称，
这个规划面积500万平方米的超大型批零专业市场，将成为“高桥、马王堆等专业市场群大转移的首选地”。

今年的《长沙市政府工作报告》透露，长沙市2012年工作重点就包括“推动马王堆、红星市场外迁”。据长
沙市商务局介绍，二环线内的专业市场近年将陆续外迁———

长沙专业市场，将要到来的搬迁
建设“四个慈利”
推动科学跨越

———访慈利县委书记陈竞

老红军肖瑞林同志逝世

陈竞 通讯员摄

本报6月26日讯 （记者 何国庆）
今天，中国人民大学湖南招生组组长
罗建晖向记者表示，湖南生源质量很
高，中国人民大学在湘投放的招生名
额排各省前列，今年学校在湖南的招
生计划共91人， 如果生源特别优秀，
可增加在湖南招生机动计划。

据介绍，中国人民大学的大部分
专业都在我省投放招生计划。参照往
年招生情况，考生文科前200名，理科
前400多名， 报考中国人民大学成功
的机会比较大。招生组提醒考生填报
志愿时，要结合个人兴趣、考试成绩、
性格特点等综合填报志愿，拉开各专

业志愿的梯度，不宜盲目追求所谓的
“热门”。中国人民大学在录取考生时
一般按照105%的比例调档，调档分包
含政策性加分 。 考生若服从专业调
剂，学校原则上不退档。录取到各专
业时则以实考分排序，并且有1至3分
的专业级差分，考生在填报时也应特
别注意。

中国人民大学并不是单纯只招
收文科生，许多专业在湖南实行文理
兼招。理科生除了能填报新闻传播学
类、法学等文理兼收的专业外 ，还能
填报金融工程、统计学等仅招理科生
的专业，选择余地较文科生更大。

中国人民大学在湘招生91人
●如生源特别优秀， 增加机动计划
●若服从专业调剂， 原则上不退档

本报6月26日讯 （记者 何国庆）
今天， 长沙市长郡中学传出喜讯，在
今年的高考中 ， 该校0901班皆大欢
喜 ，59人全部达到一本最低控制线 ，
其中32人获得高分， 有望被清华、北
大录取。这个班的班主任、曾被称为
“史上最牛班主任” 的徐光明， 又交
上了一份更牛的成绩单。

2009年 ， 徐光明担任长郡中学
0601班班主任，全班54人全部上一本
线，其中23人被北大、清华录取。她因
此获得“史上最牛班主任”封号。

如果一次可以说是运气，两次就

绝对是实力了。 全班全部上一本，过
半都考上清华 、北大 ，徐光明的秘诀
是“有教无类 ”，关心每个学生 。她绝
不让学生“死读书，读死书”。“我们班
上的体育课是从来没有缺过的，即便
是高三，也绝不耽误。”她说。

徐光明1980年当老师，1993年进
入长郡。她说 ，自己也记不清带过几
届高三了。但凡她带班 ，特别注意让
每个学生都有机会锻炼和展示自己，
进而激发他们的潜力。她常跟同学们
说， 只要你们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都有潜力上清华、考北大。

“最牛班主任”交出更牛成绩单
全班59人全部上一本，32人有望录清华、北大

7月4日高考外语口试 “徒手画”加试同时举行

6月26日，学生家长在进行咨询。当天，第三届中国（湖南）教育博览会在长沙市红星国际会
展中心开幕。本届教博会为期2天，将为考生、家长提供志愿填报、学校选择等服务。今年我省新
增南华大学等5所省属本科院校为本科一批次录取院校。 曹正平摄

通讯员 陈妙琼 本报记者 邓晶琎

家住长沙浏阳河畔小区的房莎，
每天都要去位于小区附近的马王堆
蔬菜批发市场购买“新鲜便宜”的蔬
菜水果。但让房女士纠结的是，明年
年底以后，她不得不选择去其他的市
场买菜了。

根据长沙市政府规划，服务长沙
市民21年的马王堆蔬菜批发市场将
整体搬迁至长沙县黄兴镇，并改名为
“长沙农产品物流中心”。 该项目于
2013年底一期工程建成后，马王堆蔬
菜批发市场将搬迁出主城区。

红星、 马王堆将相继搬出城区，
高桥、南湖等批发专业市场的整体搬
迁也将提上日程。批发专业市场为何
要搬迁？搬迁将对市场有何影响？

市场现状：白天街道拥
堵，晚上变停车场

6月底，记者在红星大市场看到，
狭窄的街道两边停满了车，街道上来
往车辆络绎不绝，每几米就有一位保
安在维护交通秩序。

一名保安告诉记者：“现在大多
数专业市场白天做买卖，晚上就变成
了停车场。 我们一般晚上6点之后才
允许外来车辆进入停车，太早进场会
造成更大的拥堵。”

同样的交通拥堵现象在长沙其

他几大批发市场也屡见不鲜 。 据了
解， 目前高桥市场内共有200多名保
安在维护交通秩序，但仍旧很吃力。

除了交通拥堵，各大市场的卫生
状况亦不容乐观。 在高桥大市场，不
少店铺门前堆放了货物和垃圾，当街
装卸货物的现象很常见。做日用品批
发生意的陈湘生向记者诉苦：“市场
内每个商户有一个小门面，密密麻麻
地挤在一起， 哪有地方存放货物啊！
我们大部分商家只能在附近租民房
做仓库，特别不方便。”

红星大市场综合管理部一位负
责人向记者解释：“红星大市场以蔬
菜、水果批发为主，虽然我们已经安
排了八九十名清洁工打扫卫生，但蔬
菜水果本身容易腐烂，产生的垃圾更
多，增加了卫生难度。”

目前， 长沙二环线内拥有高桥、
红星、三湘、南湖、华夏、马王堆等多
家专业市场。随着城市发展，这些城
中市场带来了诸如交通拥堵、 卫生、
社会治安等种种难题，已成为制约城
区发展的瓶颈。

面对搬迁： 商家愁客
源，居民嫌不便

尽管各大市场为堵、脏等现状所
困，但对于搬迁，市场内的商户和周
围居民说法不一。

陈湘生向记者表示：“来进货的

大部分都是附近的老顾客，这可是我
好不容易积累的客源 。 如果搬到郊
区，客源说不定就断了。”

无独有偶， 红星大市场做水果批
发生意的高丰也最担心客源流失：“红
星大市场处于长株潭的中心地带，是
黄金地理位置， 来这进货的大部分都
是外地人。如果搬到乡下，离火车站太
远，外地人来进货就不方便了。”

也有不少居民担心搬迁会带来
生活上的不便。已经习惯在马王堆市
场购买商品的房莎就向记者反映 ：
“这里东西又多又便宜，搬迁以后，附
近哪里还有这么大的市场啊？”

尽管存在各种担心， 大部分商家
依然愿意选择整体搬迁。高丰称虽然对
搬迁存有担忧，但未来不会考虑自立门
户，还是要随着红星市场走。“毕竟在专
业市场，类别集中，生意会好做一些。”

家住马王堆建材市场附近的王
嘉楠则非常支持搬迁：“每天天还没
亮，送货、进货的人就来了，经常在睡
梦中被吵醒，出门就堵车。市场一搬
走，我总算能睡个好觉了。”

业内分析：搬迁为交通
“减负”，促城乡同发展

长沙市商务局局长杨兴龙认为，
马王堆市场搬迁后不但将大大减轻
马王堆周边道路拥堵压力，还将有效
降低蔬菜价格。市场搬迁后，必将给

东二环、嘉雨路等“减负 ”，减轻交通
拥堵压力。

据了解，目前马王堆蔬菜批发市
场仅清洁费一年就达200多万元 ，需
要六七十名保洁员，但清洁效果并不
理想。新市场建成后，场地更宽，保洁
将运用现代工具， 减少人力成本，市
场维护费用将大大降低，这也会间接
降低了农产品价格。

湖南大学管理学教授贺爱忠分
析：“长沙市中心城区土地紧张、交通拥
堵、环境压力大，必然会促使专业市场
外迁，外迁也会促进城乡共同发展。”

但贺爱忠认为，一个成熟市场的
搬迁也必须慎重。不但会影响到原来
市场周边经营户以及从事配套服务
人员的切身利益，还要考虑新市场的
培育。“一个成熟的市场要重新起步，
此前要做好充分的可行性调研。”

据了解，马王堆市场的新址黄兴
镇一期工程力争今年国庆期间开工
建设，明年底正式投入使用，届时蔬
菜批发市场将搬迁出主城区；二期工
程2014年投入使用，海鲜水产批发将
迁出。红星大市场则将迁至长株潭城
市圈交汇处的跳马乡，打造一个“新
红星商圈CB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