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8月13日讯（通讯员 陈海彬
记者 周勇军 李寒露 实习生 刘也）8
月8日， 临澧县新安镇45户石灰窑
业主与地税干部面对面交流，公开
评议 ，民主定税 ，年税额由去年的
12万多元增至33.6万元。业主表示，
民主评税公开透明 ， 他们心服口
服。

临澧地税局通过升级改版门
户网站、开展企业财务人员免费培
训、落实重大税务案件集体审理制
度 、广泛开展问卷调查等 ，推行依
法行政、阳光执法。民主评税，就是
该局阳光执法的一项重要内容。目
前， 已对12个行业420多户次进行
民主评税，税收增加60%以上。

本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周晓鹏 王芬颖 张波丽

8月9日上午， 记者来到溆浦县观音
阁镇政府，与镇干部聊起特色产业。 镇党
委书记舒畅提议：“去看看‘甜蜜的事业’
吧。 ”见记者疑惑，舒畅笑着说：“就是我
们镇里的雪峰蜂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

去合作社的路上，舒畅介绍，2010年，
该镇青龙村蜂农吕崇良牵头注册成立了溆
浦县雪峰蜂业农民专业合作社，按照“市
场+合作社+蜂农”经营模式，请农技专家
对入社成员提供全程技术指导，统一购买
蜂药，统一生产标准，分户组织预防蜂病。
凡养蜂40箱以上的蜂农都可用蜂群入股加
入合作社，与合作社联营“甜蜜的事业”。目
前，该社已发展成员76户，带动农户128户，
入社联营蜂群8840余群。

来到合作社办公室， 吕崇良正与几
位蜂农交流养蜂经验。 记者与他们攀谈
起来。 蜂农黄贻富说，他原来养蜂不多，
加入合作社后效益大增，养蜂扩大到120
多箱。 刚从云南采蜜回来的黄辉喜滋滋

地告诉记者，他今年养蜂大获丰收，已收
入14万元。

“做好‘甜蜜的事业’，关键要有一个
好带头人。 ”蜂农蒋志勇指着吕崇良说，
为解决蜂群多蜜源少的难题， 吕崇良带
领合作社成员先后在溆浦低庄、双井、桐
木溪等乡镇，建立了“南方枣林 ”蜂蜜基
地，在桥江镇建立了3万余亩紫荆山金银
花基地。 并推出 “追花夺蜜” 经营理念，
积极利用南北、东西地域时差 ，向江苏 、
云南、河北等地输出蜂农、蜂群，搞“流动
养殖”。 同时，合作社还研究出“数控”快
速养殖方法，保障蜂农实现产量、品质和
效益多赢。

吕崇良向记者介绍，养蜂投资小、见效
快、效益高。 仅去年，合作社产蜜150吨，产
值200多万元。 今年，他们与雪峰食品公司
达成合作协议，加工蜂毒、蜂蜡、蜂胶、蜂王
浆等蜂蜜产品，走产业化、品牌化路子，将
“小蜜蜂”做成“大产业”，把蜂农们的“甜蜜
事业”做成全县的“甜蜜产业”。

本报8月13日讯（通讯员 彭启毛 记
者 段云行）8月8日， 娄底市娄星区石井
镇环江村第一次传出了垃圾车上门的悦
耳歌声， 村民们相继把自家的垃圾倒进
垃圾车，集中进行无害化处理。娄星区在
实现“村村通”后，着力建设“村绿、村净、
村亮”的“村村美”，美了山村，乐了村民。

娄星区下辖153个行政村。 近几年，
区里先后组织93个部门和村组联点， 着
力建设农村基础设施， 先后投入近10亿
元 ， 修建了通村通组公路 370多公里 ，
修建了通村通组农业水渠、 生活安全用
水管线410多公里 ， 修建村级自来水厂
21座。 实现了村村通水泥公路、 村村通
网络、 村村通广播、 村村通电视、 村村

有文化活动中心， 村村建有图书室等。
今年初， 娄星区在完善农村基础设

施 ， 实现 “村村通 ”后 ，倾力建设 “村村
美”。 区委、区政府强力实施“城乡统筹发
展”战略，先后组织实施“三改行动计划”
和“四边工程”，即由政府补助，村里组织
实施改厨、改厕、改水和在村边、路边、河
边、 塘边统一绿化植树， 确保室内环境
好， 室外绿化好。 同时， 各乡镇统一配
备垃圾清运车、 在各行政村配备卫生专
干， 建设垃圾池和沼气池， 聘请专职保
洁员， 实行定期保洁 、 定期清运垃圾 。
现全区 “四边工程 ” 绿化率已达81%，
农民三改行动率达93%， 垃圾分类清运
率达78%。

本报8月13日讯 （记者 唐善理）
刚刚结束的伦敦奥运会上， 来自
永州的王明娟获得女子举重48公
斤级金牌。 近年来， 永州举重冲
出亚洲， 走向世界， 先后产生24
个世界冠军、 24个亚洲冠军、 66
个全国冠军 ， 赢得了 “举重之
乡、 冠军摇篮” 的美誉。

永州属丘陵地区， 这里的孩
子性格倔强， 爆发力强， 具有吃
苦耐劳精神 ， 适合举重 。 多年
来， 该市竞技体育优先发展举重

项目， 实行政策、 经费、 人才倾
斜 ， 先后培养了梁小冬 、 莫慧
玉、 李世英、 王赛、 李均友、 陈
桂凤、 江宁丽、 陈勇等优秀举重
教练员 ， 建立健全了市 、 县区 、
乡镇、 学校四级选材网络， 出台
了发展举重运动的一系列制度 。
永州一跃成为我省举重人才培养
重要基地， 先后创建了两所国家
级体育后备人才基地： 湖南省举
重后备人才训练基地， 湖南省举
重后备人才培养重点县 （江永

县 ）。 目前 ， 全市举重业余训练
形成了以市体校为龙头、 县区体
校为辅助的训练格局， 常年在训
运动员近百名。

1990年女举世锦赛上， 永州
籍选手廖素萍一举夺得52公斤级
冠军 ， 成为永州的
第一个世界举重冠
军 。 从那以后 ， 永
州 涌 现 了 廖 素 萍 、
李 宏 利 、 李 运 利 、
乐茂盛 、 王明娟等

闻名世界的举重运动员。 从1986
年至2009年， 永州包揽了我省举
重常年比赛的团体总分第一名 。
2010年， 在湖南省第十一届运动
会上， 永州代表团以14枚金牌的
成绩位列举重金牌榜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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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邵阳市 阵雨 25℃～32℃
湘潭市 多云 27℃～34℃

张家界 多云转阵雨 25℃～35℃
吉首市 阵雨 25℃～35℃
岳阳市 阵雨转多云 27℃～31℃

常德市 多云 26℃～33℃
益阳市 多云转晴 27℃～34℃

怀化市 雷阵雨转多云 26℃～34℃
娄底市 晴转多云 26℃～34℃

衡阳市 多云 27℃～35℃
郴州市 阵雨转多云 27℃～34℃

株洲市 多云 27℃～33℃
永州市 阵雨转多云 25℃～33℃

5
长沙市
今天到明天，多云间晴天
北风 ２～３ 级 27℃～34℃

２０12年8月14日 星期二
通讯员新闻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

记者在基层

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

本报8月13日讯（记者 周怀立
通讯员 马明）日前，株洲市食安办
向7名举报食品违法行为的群众颁
发了奖金。据统计，在这次食品安
全整治“夏威行动”中，该市共出动
执法人员7970余人次，检查食品经
营户2万余户， 立案调查食品安全
案件66起，依法刑事拘留5人。

今年初， 株洲市继续保持高
压态势， 针对大宗食品、 重点区

域、特定对象和重要时段，确定按
季度实施“春雷”、“夏威”、“秋虎”、
“冬阳 ”专项行动 。为造成强大的
舆论攻势 ，食药 、农业 、商务 、工
商 、畜牧 、粮食 、质监等部门普遍
举办了主题宣传活动， 共发放宣
传资料15万份， 受理现场咨询1.4
万余起。 为鼓励全社会参与食品
安全监管， 市里还特别制定了有
奖举报制度， 市财政每年拨50万

元专款用于奖励群众举报。
在今年已实施的 “春雷”、“夏

威 ”行动中 ，株洲市就学生食堂 、
民工用餐场所、农贸市场、湘江水
上餐饮及农村大型集体聚餐等重
点场所 ，以及白板肉 、问题猪肉 、
注水牛肉、 冷冻食品等重点食品
和“两节两会”、“中博会”、“五一”、
“端午 ”等重点时段 ，开展了一系
列大规模联合执法行动， 抓获犯

罪嫌疑人21名。行动中，市食安办
组织相关执法人员， 深入全市学
校食堂及校园周边餐饮店进行抽
查，现场检查食品进货台账、厨房
操作间、 工作人员个人卫生情况
等，确保学生用餐安全。

今年， 株洲市将通过对食堂、
农贸市场、 食用油等进行专项治
理， 禁绝散装油销售， 彻底解决
“地沟油”流入餐桌等问题。

省会实施免费
孕前优生健康检查

本报8月13日讯（记者 熊远帆 通讯员 游岸）今
天下午，长沙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将全
面实施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为符合生育政
策、计划怀孕的育龄夫妇每孩次提供一次免费
检查，以降低出生缺陷风险。

参与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的每对夫妇
经费结算标准为400元，由政府全额负担，接受
服务的群众不支付任何费用。凡符合法定生育
条件，且户籍在长沙市（或纳入各区县市人口
计生部门管理的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的计划
怀孕夫妇，均纳入全市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
服务范围。符合条件的目标人群每孩次享受一
次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根据摸底，今年长
沙全市目标人群总数是45053对夫妻。

长沙市人口计生委负责人周敏介绍，孕前
优生健康检查主要内容是为计划怀孕夫妇提
供优生健康教育、病史询问、体格检查、早孕及
妊娠结局追踪随访等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服务。
其中女性检查项目19项、男性11项。

据悉，长沙县、浏阳市、宁乡县、望城区的
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工作由所在区 、县
（市 ）的计划生育服务站承担 ；芙蓉区 、天心
区、岳麓区、开福区、雨花区的免费孕前优生
健康检查工作由所在区妇幼所 （计划生育服
务站）承担。

株洲 铁腕护卫食品安全

永州�举重运动扬名世界

“甜蜜的事业”

临澧地税民主评税公开透明

8月13日下午4时许，
郴州市城区突降暴雨 ，
多条道路积水严重 ， 给
市民出行造成不便 。 图
为苏仙路与郴江路交会
处的交通拥堵场景。
邓明 白培生 摄影报道

娄星区力推“村村美”工程

本报8月13日讯 （向民贵 刘阳 张湘河)
“今年贫困大学生最高可获得5000元救

助金”。 最近，泸溪县教育局工作人员对
前来咨询的应届大学生讲解资助政策。

泸溪县把学生资助工作作为 “实施民生
工程，打造幸福泸溪”的重要内容，上半
年来，共筹措落实各项助学资金661万元，
资助学生58433人次。 其中贫困大学生一
年最高可获5000元的无偿资助。

泸溪贫困大学生最高可获5000元资助

（上接1版）

“民生无小事，件件是大事”
在省民政厅，徐守盛说，全省各级

民政部门以服务全省改革发展稳定大
局为己任， 全力推动我省民政事业发
展 ，为 “四化两型 ”建设作出了积极贡
献。 他强调，民生无小事，件件是大事。
民政工作就是牵着瞎子过桥、替哑巴说
话， 就是要成为困难群众的可靠后盾。
要进一步发挥民政部门职能作用，重点
加强救助能力建设， 完善减灾救灾、社
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等制度安
排，全面落实优抚对象各项政策，努力
提高受灾群众、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
水平。 要创新社会管理 ,积极发展基层
民主，加强民主管理、开展民主监督，加
强城乡社区建设和管理，规范和引导社
会组织发展 , 稳妥推进县乡区划调整。
要加强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高度重
视和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确保各项惠民
政策落到实处， 切实做到用制度管人、
管权、管事。

“迎难而上，解决民生
工作新问题”

在省人社厅，徐守盛先后考察了就
业服务大厅、医保服务大厅和社保服务
大厅， 与现场办理业务的市民亲切交
流。

徐守盛说， 全省人社系统深入实施
就业优先和人才强省两大战略， 创造了
许多好经验。 要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
局意识、责任意识、服务意识，迎难而上，
解决民生工作新问题。 一要集中力量稳

就业。 就业是民生之本，稳定之基，是社
会和谐之源，是民生第一需求。 要抓好农
民工、 大学毕业生特别是农村纯农户家
庭的毕业生、城镇困难家庭、城镇失业人
员等重点群体的就业。 建立健全跨区域、
跨层级的立体化就业服务体系， 加大职
业培训力度。二要持之以恒强保障。全力
做好新农保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
点工作， 确保今年实现新农保制度全覆
盖。 积极探索各项社会保险制度有效衔
接的机制和办法。 三要千方百计育人才。
切实提高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加大公务员招录、 培训、 交流等制度改
革。四要全力以赴促和谐。加强劳动监察
执法，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协调处理好
劳动纠纷，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要提高执
行力、公信力和干事创业活力，以实际工
作成效取信于民。

“以改革创新精神发展城乡
卫生事业”

在 省 卫 生
厅 政 务 大 厅 ，
徐 守 盛 现 场 询
问 办 理 医 疗 机
构 执 业 许 可 证
的 流 程 ， 详 细
了解证照办理、
医 药 价 格 举 报
投 诉 和 违 价 查
处等情况。

徐守盛说 ，
全 省 卫 生 系 统
在 保 障 全 省 人
民 健 康 水 平 方

面取得了积极成效。 要统筹发展城乡
医疗卫生事业， 关键是要坚持向改革
创新要动力， 以改革创新精神发展城
乡卫生事业。 改革就是利益博弈， 就
是利益调整。 要坚定信心， 不回避问
题和矛盾， 坚持打基础抓基层， 力争
迈稳步不停步， 年年有进步， 努力开
创全省卫生工作新局面。 要扎实推进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提高新农合保障
水平和基层机构服务能力； 寻求公立
医院改革的突破口， 切实缓解老百姓
看病难、 看病贵问题。 要从人民群众
最关心、 最需要、 最急迫的工作入手，
切实履行综合协调和执法监督职能 ，
及时处置重大疫情， 严密防控重点传
染病。 要从源头抓起， 加强食品安全
整顿， 确保群众吃上安全食品。 要规
范服务行为， 进一步完善医德医风考
评制度， 切实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
正之风。

省政府秘书长戴道晋参加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