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在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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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邵阳市 晴 26℃～36℃
湘潭市 晴 26℃～35℃

张家界 多云 26℃～36℃
吉首市 多云转晴 26℃～35℃
岳阳市 多云转晴 27℃～34℃

常德市 晴 26℃～34℃
益阳市 多云转晴 27℃～34℃

怀化市 晴转多云 26℃～35℃
娄底市 多云转阵雨 25℃～33℃

衡阳市 晴 27℃～36℃
郴州市 晴转多云 26℃～36℃

株洲市 多云 27℃～36℃
永州市 多云 26℃～35℃

13
长沙市
今天到明天，晴天到多云,
南风 ２ 级 27℃～35℃

２０12年8月16日 星期四
通讯员新闻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

本报8月15日讯 （记者周勇军 李寒露
实习生 刘也 通讯员 邱卉 黄政） “拒
绝消费者自带酒水”、 “甲方逾期交付
商品房， 每日按房价万分之零点一向乙
方支付违约金； 乙方逾期付款， 每日按
房价万分之十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
今后 ， 这类消费领域的不平等合同条
款， 将受到常德工商部门严厉查处。

到8月上旬， 常德市工商系统已检
查有关经营主体560户 、 格式合同 589
份， 查处 “霸王条款” 66条。

为遏制消费领域 “霸王条款 ” 现
象， 切实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今年， 常德市工商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
整治不平等格式合同条款专项行动。 他
们邀请消费者委员会、 有关行政主管部

门、 行业组织和专家学者、 法律工作者
以及消费者代表， 成立合同格式条款评
审委员会 ， 对备案的格式合同进行审
查， 对 “霸王条款” 组织听证。

同时， 常德市工商局积极整合人大
监督、 政府监管以及舆论监督 、 群众
监 督 等 方 面 的 力 量 ， 充 分 发 挥 消 协
和 新闻舆 论 的 作 用 ， 共 同 营 造 良 好

执 法 环 境 。 该局还开展 “霸王条款 ”
公开征集活动， 并将省内外工商部门在
各行业领域内查处的 “霸王条款”， 按
种类、 形式加上典型案例分析等汇编成
册， 发放到经营者和消费者手中， 扩大
专项整治行动的社会影响， 真正做到党
委和政府支持、 消费者满意、 经营者理
解。

本报8月15日讯 （记者 朱章安 通讯员
李爱成 曾利华 袁义生）“电煤供应不足
时，‘第一书记’为我们牵线搭桥购煤，确
保了发电机组正常运转。 ”日前，耒阳综
合利用发电厂副总经理周云祥同记者谈
起他们的“第一书记”，称赞不已。

近年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耒阳市
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迅速增加，现
已达1600余家。 为切实加强“两新”组织
党的建设， 该市采取单独组建、 区域联

建、派员组建、挂靠组建、保留组建和行
业统建等多种方式，已在“两新”组织组
建党组织343个。 为实现“组建一个、巩固
一个、规范一个、提高一个”的工作目标，
该市从市委组织部机关和各有关部门、
单位， 选派了100名素质较高的党员干
部 ，到 “两新 ”组织党组织担任 “第一书
记”。

耒阳市委组织部部长刘红丹介绍，
“第一书记”在“两新”组织工作，以指导、

帮助为主，不干预生产经营活动，不领取
任何报酬。其主要职责为“三抓三促”，即
抓党建促规范、抓引领促发展、抓调解促
稳定，着力把“两新”组织党组织打造成
政策法规讲台、业务学习平台、岗位
练兵舞台和职工权益“后台”。

“第一书记 ”的到来 ，给耒阳市
“两新” 组织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至7月中旬，“第一书记”共开展政策
宣讲和各类培训活动300余场次，引

导党员提出合理化建议2000余条， 帮助
实施技改项目52个， 完成急难险重任务
182个，化解征地拆迁、劳资纠纷等各类
矛盾150余起。

蜜梨熟了 果农急了
本报记者 向国生 廖声田 通讯员 罗杰

盛夏，正是水果丰收的季节。 8月15日，烈日炎炎，记者走进桑
植县两河口乡下洞街村， 只见一片片梨园里枝头挂满金灿灿的蜜
梨，一派丰收的景象。

优越的土质资源和适宜气候条件， 使两河口成为桑植县的产
梨大乡。 随行的乡党委书记向延超介绍，梨子是乡里的主要经济来
源之一 ，种植面积达3000多亩 ，年总产量达100万公斤 ，年收入达
300万元，其中种植大户有10多个。

梨子大丰收，照说果农是喜笑颜开。 可是，所到之处，我们感受
到的却是“让我欢喜让我忧”。

“今年10多亩梨， 估计产量有5000多公斤， 关键就是销售问
题。 ”走进水果种植大户向国化家，他说，年初期盼着有个好收成，
看着丰收在即，大家欢喜，可是无处销，大家又急了起来。

向国化告诉我们，“两河口蜜梨”在桑植牌子响当当，今年比往年
收成更好，可受交通等基础设施条件制约，销售难度大，以前靠果农零
散销售到县城，毕竟只能解决一部分，梨子保质期有限，最后还会造成
果农一定的经济损失，“希望专业合作组织发挥作用，打出品牌，广泛
联系销售渠道，或在县城建个专门的梨子批发市场，集中销售。 ”

“合作社正在与市、县水果市场联系，尽量多找销路。 ”向延超
书记告诉向国化等果农，乡政府和合作社已组织10多人外出，专门
联系梨子销售，决不能让大家增产不增收。

最后，向书记希望媒体帮助呼吁，欢迎广大市民和游客，前往
梨子种植基地观光采摘， 实地品尝
香甜可口的“两河口蜜梨”。

本报8月15日讯 （段云行 贺威
刘芾 谢立松 周俊）初秋时节，冷
水江经济开发区循环经济产业园
正式开工。 这是冷水江实施“一转
三化” 战略促进工业转型的又一
力作。

2009年，冷水江市委、市政府
制定了深化转型工程，推进产业规
模化、城市生态化、城乡一体化的
“一转三化”战略，把冷水江市经开
区作为转型工程的主战场，在不断
创造条件大力发展已有的“金属制
品、服饰、精细化工”3个主导产业的
同时， 于2011年果断提出了发展
“光电科技、循环经济”产业的新思
路。

冷水江市制定了科学的园区
发展规划 ，从人才 、资金投入 、政
策扶持等方面对经开区予以倾
斜。 市级领导亲自上门招商，并挂

点帮扶为企 业 解 决 实 际 问 题 。
2011年7月9日， 冷水江市委书记
刘小龙到深圳招商， 直接促成荣
立精密组件平板电脑项目、 诺亚
信电子科技智能手机项目、 天劲
电子等电子烟和锂离子电芯 、易
士达电子LED项目等入园， 预计
总投资8.9亿元。光电产业园将于9
月份正式开工。

同时，开发区不断优化投资环
境，推行“园区办事不出园”的服务，
坚持“一个项目、一个领导、一套人
马、一抓到底”，不断创新管理机制，
下设办事处实现“区政合一”。

清晰的产业定位， 得力的发
展措施， 为冷水江工业转型升级
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目前，园区拥
有规模以上企业14家， 预计年底
可达17家以上。 1至6月，冷水江经
济开发区完成产值93.2亿元。

本报8月15日讯（记者 陈薇）
8月11日，由侗族作家杨林创作的
《侗族大歌》诗集正式出版，这部
历时两年创作的诗集采用长诗 、
组诗、散文诗等表现形式，全景式
地展现了侗族文化和民俗风情 ，
诗集中的组诗采用分镜头方式展
示了侗族的草木之情、 父母儿女
情， 以及风雨桥上的浪漫之情 ，

《侗族大歌》是首部用诗歌形式全
面展示侗族历史文化的诗集。

发布会上， 一群侗族姑娘小
伙深情吟唱了代表侗族文化的民
族曲目， 侗族大歌作为一种多声
部、无指挥、无伴奏、无固定曲谱
的民间合唱艺术 ，2005年被列入
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

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常德 66条“霸王条款”被强力叫停

耒阳“第一书记”助力“两新”组织

冷水江经开区成为工业转型主战场

本报8月15日讯 （通讯员 饶兴军 记者 张斌） 新修的通组公
路直通家门口， 一座座苗家吊脚楼排排相连， 家家户户装上自来
水……今天， 走进城步苗族自治县丹口镇边溪村， 一幅多姿多彩
的农村新画卷扑面而来。

边溪村属省级贫困村， 自然条件恶劣。 2011年， 省发改委建
设扶贫工作组进驻该村开展扶贫。 因为在建的城步至广西龙胜二
级公路和即将动工兴建的边溪至南山二级公路经过边溪村， 工作
组发动村民抓住机遇， 制定详细的建设方案， 打造富有民族特色
的新农村。 “要想富， 先修路”。 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 工作组全
面启动通组公路和桥梁建设， 村里同时发动村民投工投劳。 目前，
约4公里通组公路已进行了水泥硬化， 并修建了跨河桥梁。

这里 “十年九旱， 靠天吃饭”。 工作组为满足群众 “生活用水
到锅头， 生产用水到地头” 的愿望， 因地制宜， 采取 “提水、 引
水、 蓄水” 的形式， 投资40万元， 完成了饮水工程建设， 解决了
群众的生产生活用水， 并建好了2000余米长的防洪堤。 村民饶老
伯高兴地说： “村里以前用水难， 自从建好了饮水工程， 不但解
决了全村600多口人的安全饮水问题， 还可以用水浇田滋地， 很多
农户家还安装了卫浴。”

为进一步提高当地的 “造血” 功能， 工作组从浙江丽水引进
春蜜、 川岛等优质桃苗， 种植300亩， 挂果后预计年收入320万元
以上； 引进本县特色农业公司， 采取 “公司+农户” 的市场运作
模式， 建设供港澳蔬菜基地， 目前已种植生姜、 辣椒、 甜玉米等
近100亩。 当地苗族同胞高兴地说： “人致富了， 心也顺了， 日子
节节高。”

城步边溪村建设扶贫出新景

《侗族大歌》诗集展示侗族文化

本报8月15日讯 （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罗时军 严贵林）
“现在我们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这多亏了你们的帮助和支持。 ”近
日，新晃侗族自治县林冲乡地甫村村委会主任杨清波等，手提肩扛
刚采摘的蔬菜、水果，送到县人武部，感谢人武部干部倾情扶贫。 目
前，该村7.8公里通村公路正在建设中，今年10月可竣工通车。

新晃人武部把定点扶贫、智力扶贫、资金扶贫、项目扶贫结合起
来，形成了党委牵头、人人参与、跟踪问效的扶贫工作机制。人武部党
委制订了现役干部“一帮一”扶贫计划。 14名现役干部与米贝乡石羊
洞村14户困难群众结成帮扶对子，逐户商定致富项目。他们带领群众
在坡改田种植高山葡萄等，帮助村里完成了电网改造、水渠与通村公
路修建等，如今石羊洞村已成为全县新农村建设样板村。

新晃人武部先后与4个偏远贫困村建立帮扶关系， 已有3个村
实现全村脱贫，600多户侗族群众走上了致富路， 被评为全国民族
团结进步模范单位。

新晃人武部倾情扶贫

8月15日，桃源县九溪乡第八届农民艺术节在官坪村的板龙源大舞台启幕。 艺术节历时3天。
这场由农民自编、自导、自演的“艺术大餐”，吸引了当地及周边地区近2万多观众。

周勇军 刘也 摄影报道

周仲西 徐亚平

在湖南神斧向红机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流传着一个“回收大嫂”的故事。

这个“回收大嫂”是一个男子。因他回收废
旧钢材像女人那样细心，故被同事起了这个雅
号。他今年42岁，是向红公司研发中心主任、高
级工程师李贤连。 2004年以来，他回收废旧钢
材72.5吨，回收其它废旧物资4.3吨，共创节约
价值200多万元。

李贤连将“眼勤、嘴勤、手勤、腿勤”8字当做
自己收旧利废的座右铭。 由于研发中心经常做
气囊系列产品试验， 他每次都不厌其烦将做完
实验后的金属件拾起来带回工房， 经清点登记
后拿到机加工房进行修复、检验，合格的继续使
用，不能用的作废旧物资处理。

有些人不解：“你堂堂的单位行政一把手，
手下员工那么多， 你为啥偏偏要干回收废旧钢

材工作？ ”李贤连笑笑回答：“我是单位行政一把
手， 回收废旧钢材我不带头谁来干？ ”2006年2
月，室外气温很低，他带领科研试制人员在一个
山沟里做试验，做完试验后，他冒着寒冷，手提
蛇皮袋一一将废旧钢材回收起来， 装上车带回
厂，手、脸都冻肿了。

李贤连先后主持、参与研发某气囊装置系列
等高新产品6项，累计为公司创造经济效益达1.5
亿元，创造了向红科研史上最骄人的业绩。 2011
年8月， 李贤连被神斧集团聘为集团首个三级主
任工程师。 地位变了，但他那种变废为宝的心丝
毫未变。 今年5月25日，李贤连带领5名职工从公
司抛撒实验场拉着满满一板车做完实验后的回
收件返回研发中心时，突然大雨倾盆，车轮不小
心陷入路边泥坑，他和大伙费了半个小时，才把
这些回收实验件拉回到工房，一个个成了“落汤
鸡”。 他坚持把淋湿的回收物品一一擦干分类登
记入库后才换下打湿的工作服。

中国新闻名专栏■老百姓的故事

“回收大嫂”

本报8月15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张志宏）8月上旬，岳阳市
公安局岳阳楼分局打掉一个蒙面
持械抢劫宾馆收银台犯罪团伙 ，
抓获犯罪嫌疑人童某 、 蔡某 、王
某、罗某、何某等5人，成功侦破岳
阳楼区、 岳阳经济开发区系列宾
馆抢劫案件14起。

去年9月以来，岳阳市城区多
家宾馆相继发生蒙面人持枪 、持
刀抢劫宾馆收银台犯罪案件 ，岳

阳市公安局岳阳楼分局局长徐利
抽调刑侦精干力量， 成立专案组
开展侦破与打击工作。 刑侦大队
长曹晖带领专案民警通过艰苦侦
查 ， 锁定了嫌疑对象为童某 、蔡
某、王某等人。 今年8月7日晚，专
案组开展集中抓捕行动， 犯罪嫌
疑人童某 、 蔡某等5人被悉数抓
获。 经审查查明，自去年9月开始，
该团伙抢劫14起，抢劫财物达5万
余元。

岳阳摧毁一蒙面持械抢劫犯罪团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