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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邵阳市 小到中雨转大雨 26℃～31℃
湘潭市 中雨转大雨 25℃～31℃

张家界 小到中雨转多云 25℃～33℃
吉首市 中到大雨转多云 26℃～31℃
岳阳市 大雨转阵雨 25℃～31℃

常德市 小雨转阴 25℃～31℃
益阳市 阴转大到暴雨 25℃～31℃

怀化市 多云转大雨 25℃～30℃
娄底市 大到暴雨 25℃～30℃

衡阳市 雷阵雨转中雨 26℃～33℃
郴州市 多云转雷阵雨 28℃～33℃

株洲市 阵雨转大到暴雨 27℃～34℃
永州市 多云转阵雨 26℃～32℃

5
长沙市
今天阴天有大到暴雨，明天阴天有中等阵雨
或雷阵雨 南风 ２～３ 级 26℃～31℃

２０12年7月14日 星期六
通讯员新闻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

本报记者 朱章安
通讯员 方富贵 陈其礼 郭华

“社云， 吃饭了。” 7月4日清早， 太
阳刚冒头， 常宁市西岭镇小松柏村村民
吴桂花给瘫痪在床的廖社云端来了热气
腾腾的饭菜。 廖社云吃饭时， 吴桂花也
没闲着， 扫地、 擦桌子、 烧开水， 像在
收拾自家屋舍。

吴桂花不是廖社云请的保姆， 也不
是他的亲戚， 他们只是同一村民小组的
人而已。

廖社云原本有个幸福的 4口之家 。
2000年 ， 其妻患血癌去世 。 祸不单行 ，
2006年， 他又因一起事故终生瘫痪， 两

个儿子远走他乡。 廖社云经常泪流满面，
多次想结束自己的生命， 但都被邻居发
现劝阻了。

淳朴的乡亲不忍心让廖社云再受伤
害， 便自发照顾他。 组里53户人家都成
了他的亲人， 抓药跑腿、 端水送饭、 倒
屎倒尿， 把廖社云当做自己的亲人一样
照顾。 53户村民还编了一张表， 轮流值
班。 平日有事外出， 他们也先把廖社云
托付好才出门。

7月4日， 轮到吴桂花 “值班”。 52岁
的吴桂花日子过得也不容易， 丈夫在一
次事故中去世， 她一人含辛茹苦把儿女
拉扯大， 如今一边带着3岁的孙子， 一边
要忙地里的活。 但再累， 她照顾廖社云

也极其周到细致 。 廖社云因长期卧床 ，
肠胃功能衰退， 不能吃太凉的食物。 吴
桂花 “值班” 时， 将饭菜一弄好， 便先
给廖社云送去。

邻居刘球徕和54岁的村民廖江发主
要负责廖社云的生活起居 。 刘球徕说 ，
廖社云下身瘫痪丧失了正常排便能力， 7
天才排一次， 每次排便都靠他们用手往
外抠。 刚开始时， 两人想起来吃饭都反
胃， 但时间一长， 慢慢习惯了。 尽管廖
社云大小便都在屋里， 但经过他们的清
洗， 屋里干净整洁毫无异味。 廖社云每
次洗澡更换的衣服， 多是在村民送饭时，
顺带拿回家洗了， 等晾干后再送来。

2010年9月的一天， 风雨交加， 隔壁

邻居徐金子和往常一样来送饭， 平常都
要唠叨两句的廖社云躺在床上一声不吭，
怎么喊都没应 。 用手一摸 ， 额头滚烫 ，
原来他是发高烧。 65岁的徐金子打着手
电筒， 撑起雨伞， 急匆匆去找医生。 一
直忙到深夜， 看着廖社云高烧渐退、 安
然入睡， 徐金子才放下心来。

长期躺在床上， 廖社云感到很孤独。
为了给他解闷， 村民们一有时间就上门，
陪他唠唠家常， 75岁的廖常清老人就是
最积极的一个。 村民廖保福还把自家的
小屏幕电视送过来， 架好天线。 为方便
廖社云与大家联系， 村民凑钱给他买了
一部手机。 廖社云想吃什么、 身体出了
什么状况， 随时可以打电话。

本报7月13日讯 （记者 段云行 贺威
通讯员 肖敏 吴淼 ） “‘治乱 ’ 明显好
转 , ‘治散 ’ 稳步推进 , ‘治本 ’ 日臻规
范。” 6月30日， 省政府深入整顿和规范
矿产资源开发秩序工作检查验收7组， 对
娄底市深入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秩
序所取得的成效予以充分肯定。

娄底市深入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开
发秩序工作从2011年5月开始， 确定了5
个重点整治矿区、 2个整装勘查区。 通过

精心组织， 强化保障， 全面清查， 深入
整顿， 已全面完成了矿产资源勘查开发
管理 、 非法违法行为整顿 、 资源整合 、
重点矿区整治、 矿业权市场建设、 矿山
地质环境保护、 矿山安全生产等7大工作
任务， 顺利通过验收。

据统计， 娄底市共停产整顿矿山企
业68家， 查处越界开采案52宗， 收缴罚
没款500多万元。 关闭发生较大安全生产
事故煤矿2家 ， 整合资源枯竭煤矿1家 ，

限期关闭煤矿3家。 关闭采矿场89家、 非
法锑冶炼企业61家、 非法锑浮选厂6家、
锑冶炼小作坊20余处、 废旧轮胎炼油厂1
家。 取缔手工选矿小作坊338个、 非法露
天开采煤质泥岩矿点93处， 刑拘15人、
治安拘留15人 。 全市新增锑金属储量
6.95万吨、 锰6.9万吨、 钨13.6万吨、 石
煤 419.6万吨 ， 页岩气 1000多亿立方 。
对锡矿山 、 金竹山 、 利民 、 洪山殿矿
区超深越界行为进行了重点整治 ， 炸

毁矿山越界巷道5000余米， 设置永久性
密闭79个。 目前已组建挂牌运作煤炭集
团6个 ， 计划到2013年底 ， 全市249家煤
矿将组建35个煤业集团。

情系烟农
本报记者 邓明 白培生
通讯员 欧阳朝夕 骆国平 夏太鹏

“降了，降了！搭帮书记，电费已从每度9毛多降到6毛多，这
样每房烤烟可节约成本近80块。”近日，记者再次走进桂阳县仁
义镇白云村，种烟大户侯全意高兴地向我们“报喜”。

6月16日，正是烟叶入烤繁忙时期，桂阳县委书记李向
阳来到仁义镇白云村，了解烤烟生产情况。

“今年种了多少亩烤烟？ 产量如何？ ”李向阳来到刘文清
的烟田里，与他聊了起来。

“种了16亩，比去年多种了3亩。 今年雨水偏多，可能会
减产，不过多种了几亩地，加上收购价上调，收入能和去年
持平。 就是用电不稳，影响烘烤。 ”刘文清告诉李向阳。

在不远处机耕道上， 烟农彭德华正在将采摘下来的鲜
叶扎捆、装车，准备运往烤房烘烤。

“老乡，忙得过来吗？ 种烟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有什么要
政府解决的？ ”李向阳走上前去，同彭德华攀谈。

见到县委书记， 彭德华有点紧张：“现在有了烟水配套工
程，电烤房、机耕道，还实行农机耕种，劳动强度减轻了许多。 ”

见县委书记来了，村民们纷纷围拢过来。
“今天我们来，就是想了解你们的实际困难，请大家畅

所欲言。 ”李向阳一说，大家拉开了话匣子。
“我想扩大种植规模，可目前我承包的土地太分散，增

加了生产成本。 ”种烟大户侯全意是个急性子，第一个发言。
“我对烤烟用电有看法， 本来电价是每度6毛多， 可

由于线路损耗， 最后变成了9毛多。 每房烤烟按用电240度
算， 增加成本近80元”、 “县里为了发展烟草业， 已投入6
亿元用于烟基等工程建设， 可由于缺乏管护， 没有很好发
挥作用” ……村民发言一个接一个， 李向阳边听边记， 并
不时鼓励大家讲实话。

听了大家发言后，李向阳对随行的相关部门负责人说：
“要把电价降下来， 每亩400元的烟草大户奖励金也要尽快
核实发放到位， 烟基工程配套管护费要按省里规定下拨到
位。 每个工作人员都要牢
记自己的职责， 多为百姓
解难。 ”

高产示范片早稻单产达488.9公斤
湘乡粮食高产创建见成效

本报7月13日讯（记者 刘勇）今天完成的农业部水稻高
产创建产量循环交叉抽测结果显示， 今年湘乡市高产示范
片区早稻实测单产达488.9公斤， 比日前测产的全省早稻单
产高出100余公斤。 这意味着，该市粮食高产创建整县整建
制推进取得初步成效。

湘乡是全国产粮大县， 去年被列入粮食高产创建整县
整建制推进试点县（市）。 市委、市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加大
投入，在全市22个乡镇、办事处，分别创办22个双季稻高产
创建示范指挥区， 其中1万亩以上的示范片10个，5000亩以
上的示范片12个，辐射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粮食高产。

据该市农业局介绍，示范片实行一片一品，早稻以杂交
稻、中嘉早17号等优质高产品种为主，良种覆盖率达100%。
同时，狠抓集中育秧、合理密植、测土配方施肥、病虫害统防
统治和专业化防治等增产关键措施，“良种配良法”，粮食单
产明显提升。

泸溪公职人员承诺

不办高考“升学宴”
本报7月13日讯(通讯员 向民贵 向

方华 记者 李宁)“今年， 我女儿参加高
考并达到二本分数线。 我承诺，不搞‘升
学宴’， 不参加亲戚朋友违规举办的人
情宴请，否则，愿意接受组织问责。 ”今
天，泸溪县编办纪检组长邓家亮向县纪
委郑重承诺，并在承诺书上签字。

今年高考结束后， 泸溪县纪委迅
速行动， 严防公职人员借子女升学之
机大摆宴席、 借机敛财等违纪现象发
生。 成立8个督查组，深入全县102个科
局级单位进行深入排查， 掌握子女参
加高考升学的公职人员名单。 在此基
础上， 要求子女参加高考升学的公职
人员认真学习县委、 县政府制定的人
情宴请承诺书上的条款， 并当面向单
位负责人、县纪委督查组签署承诺书。
此外， 向社会公布县纪委信访室电话
号码，凡实名举报者，举报一起 ，查处
一起。 目前，该县已有201名公职人员
签署了廉政承诺书， 尚未发现一起违
规操办高考“升学宴”行为。

“清洁家园”写进村规民约
泮坑村规范环卫管理

本报7月13日讯 （通讯员 黄春平 记者 李文峰）“每季
一次卫生检查、一次张榜公布、一次评比奖励。 ”近日，炎陵
县沔渡镇泮坑村党支部书记龙福云介绍，将“美丽炎陵，清
洁家园”大行动的要求写入“村规民约”后，泮坑村环卫工作
进入规范管理轨道。

泮坑村有11个村民小组，村民居住分散，日常产生的各
种垃圾难以集中处理。 为动员和鼓励村民参与“清洁家园”
大行动，今年初，该村将相关内容写进“村规民约”，并获村
民代表会议通过。 “村规民约”规定，实行房前屋后卫生责任
到户制，严禁垃圾乱倒，并逐户建设简易垃圾池和沤肥池，
采取分类减量方式自行处理垃圾。 同时，将环境卫生工作与
村民建房、 户口迁移等事项挂钩， 每季评选出全村最清洁
户、清洁户和不清洁户。 今年，该村已评出最清洁户23户、清
洁户215户、不清洁户36户，并张榜公布。 在沔渡镇组织的村
级卫生月度考评中，泮坑村多次获得第一、 第二名。

本报7月13日讯 （通讯员 李水德 周
巍）“我在药店买到的这瓶止喘片是不是
真的？ ”近日，桂东居民罗玉湘到县食品药
品监督局查验。 工作人员打开药品在线监
管系统，很快查到了该药的生产批号和有
效日期，让罗玉湘吃下了“定心丸”。

据了解，今年6月，桂东县建成我省首
个药品在线监管系统，为当地百姓安全用
药加了一道“防火墙”。

桂东地处湘赣边， 农村交通不便，药
品监管难到位。 今年2月， 他们投入35万
元，自主研发了药品电子监管软件 ，将全
县药品经营、使用单位药品（器械）购销情

况录入软件，进行在线监控。
开通药品在线监管系统 ， 有利于药

店把好质量关 。 前不久 ， 桂东回春堂药
店店长钟蕾发现刚进的一批药品正是在
线监管系统发布的 “问题药品”， 立即将
这批药品退了回去 。 “药品监管更严格
了 ， 百姓购药更放心了 。 今年上半年 ，
来我们药店购药的人比去年上半年增加

了20%。” 桂东玖旺大药房副经理郑小勇
高兴地说。

药品在线监管系统 ， 还能帮百姓找
药。 今年5月，桂东县沙田镇居民李文芳急
需万素林精蛋白锌胰岛素，但跑遍镇上药
店和医院没买到，便向药品在线监管系统
求助。 结果，很快在保和堂大药店找到了
这种药。

本报7月13日讯（记者 王文隆 通
讯员 张毅格）7月11日一大早， 长沙
市芙蓉区国税局一行人来到该区湘
湖社区个体经营者、 纳税户彭水林
的店子里， 将8000余元募捐款送到
他手中。

8年前的一场车祸，一辆10吨大
货车将彭水林拦腰轧成两段， 医院
用了7个月时间将他从死亡线上拉
了回来。之后，他成为全国罕见的高

截位存活者。 身体从肚脐以下被截
去了，剩下的上半身只有78厘米。但
他身残志坚， 在长沙市芙蓉区湘湖
社区创办“半截人”超市。 了解到彭
水林的感人事迹， 芙蓉区国税局局
长潘平波与湘湖分局同志一同前往
探访，送上慰问金，并聘请他为本局
“励志导师”。 根据彭水林行动不便
办税困难的实际情况， 区局每月派
专人上门提供相关服务。

最近，“半截人”超市租约到期，
相关部门对其门面租金补贴也即将
结束，彭水林又面临困境。潘平波得
知后发动职工募捐 ， 共筹得善款
8000余元。 接过募捐款，彭水林十分
感动。 他表示， 自己身体只剩下一
半，还能活得很好，离不开社会的帮
助。 “我要努力活出精彩，还要鼓励
大家像我一样 ， 任何时候都不放
弃。 ”

本报7月13日讯（记者
陶小爱 通讯员 周世鸽）近
日， 位于望城丁字镇的金
子湾家具市场刚刚开门纳客， 就迎
来了周围十里八乡的农民消费者 。
获中国驰名商标的星港床垫虽然售
价每个820元， 营业才1个小时就买
了14个。 晚安床售价7000元，家住书
堂山村的周女士，毫不犹豫地买下。
家具市场的老板龙卓告诉记者 ，买
品牌家具，已成乡里人的新时尚。

25岁的龙卓，祖祖辈辈做木工，有
“龙氏鲁班”美称。上世纪90年代，龙家
自办加工厂，开始生意还兴隆，一年销
得千把万。 可是随着农民消费观念变
化， 杂牌家具日渐落寞， 生意一落千
丈。昨天，运营了15年的龙氏家具店寿
终正寝。去年国庆节，龙卓在沙坪镇又
开了个家具店，专卖获全国驰名商标

的晚安家具，生意兴隆。 尝到甜头后，
龙卓与好友彭杰新，投资2000万，在丁
字镇的金子湾商业广场租了两层楼，
除引进“晚安”、“星港”省内两大品牌
产品外，还引进广东的佛化凯特、天然
等品牌家具。 家具店装修也跟长沙市
的名牌家具店一样，富丽堂皇。 果然，
大受农村消费者青睐。

衡南560多对新婚夫妇接受优生检查
本报7月13日讯 （记者 匡玉 通讯员 蒋星） 7月9日上

午， 衡南县咸塘镇白云村村民唐梓、 王小花在县民政局接
受了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 结果各项指标正常， 两人高
高兴兴领取了结婚证。

自5月28日起 ， 衡南县启动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 。
县人口计生局印制了30万份有关优生健康检查的 “公开
信”， 发放到达到婚龄的农村男女青年手中， 并组织计生
干部走村入户宣传优生优育知识。 目前， 全县已有562对
新婚夫妇接受免费孕前优生检查。

中国新闻名专栏■老百姓的故事

———常宁53户村民照顾
一位瘫痪病人邻里有真情

娄底整顿矿产资源
开发秩序成效显著

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

记者在基层

芙蓉国税情倾“半截人”

品牌家具成长沙农村消费新时尚

为百姓安全用药筑起“防火墙”
桂东创建我省首个药品在线监管系统

7月13日，
长沙县北山镇
福高村工作人
员给群众发放
生态环境建设
宣传资料。 近
年来， 该村加
紧建设生态宜
居新村， 积极
向村民普及生
态环境知识 ，
进行垃圾无害
化处理， 创建
和 谐 文 明 村
庄。

本报记者
刘尚文
通讯员
师志伟

摄影报道

铁腕治采矿

张家界航空职院
新址动工

本报7月13日讯 （记者 向国生 廖声田
通讯员 陈文礼）日前 ，张家界航空工业
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动土兴建。

据了解，经省发改委批准，张家界
航空职院是全省首家采取BT模式进行
搬迁建设的高等院校。 此次动工兴建
的是一期工程，主要建设图书馆、行政
办公楼、教学楼、学生公寓、学生食堂、
学院实训中心和综合服务设施， 总建
筑面积14.6万平方米。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2年 7月 13日

第 2012188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367 1000 367000

组选三 337 320 107840
组选六 0 160 0

2 25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
二等奖 16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2954882
0 26382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336
1332
12727

11
31
483

2512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24731
154602

645
4716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2年7月13日 第2012081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下期奖池：0 元
06 2609 12 13 25 27 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