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9月20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
讯员 李喜平 谭萍）享受了几天暖暖的
阳光，雨水又将来临了。21日至23日，全
省将迎来一次新的降水天气过程，气温
也会有所回落。

2012年秋分出现在9月22日22时49
分，116年来最早，而南方的气候一般由
这一节气起才开始真正入秋。由于前期
气温回升，空气中积攒的不稳定能量较
大，此次降水过程中湘西北等地将有雷
电、短时强降水发生，过程降水量为30
至50毫米，局部可达60至90毫米。

省气象台高级工程师丁小剑分析
说，21日至23日，受高空低槽、低涡切变
的影响， 全省将有一次降水天气过程，
其中湘西、湘北局部暴雨，并伴有雷雨、
短时强降水等局地强对流天气发生。

具体预报如下：21日白天，张家界、
自治州、怀化、常德、益阳、岳阳多云转
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大
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部分有
阵雨或雷阵雨；21日最高气温27至29摄
氏度， 最低气温18至20摄氏度。21日晚
到22日： 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
雨，其中湘西、湘北局部暴雨 。23日 ：阴
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湘南局部中到大
雨。

本报9月20日讯（记者 黄纯芳 通
讯员 肖强）记者今天从长沙市公安交
警支队获悉，交警部门从今天起，全警
动员、提前应对，积极备战中秋、国庆
“黄金周”，确保 “双节”期间长沙道路
交通安全、畅通。

交警部门将对重点路段提前预
警，严格管控措施。具体措施为：长沙
市芙蓉区的省委路口、长沙饭店岗、天

心区司门口岗、长信路口；岳麓区枫林
广场、银盆岭大桥西；开福区松桂园路
口、三一大道车站路口；雨花区长岭路
口， 民警每天上午7时30分至9时在路
口以守望为主，上午9时以后至22时全
天候执守。

同时， 根据节假日市民的出行动
态， 加强对出入城道路的管控。9月29
日晚高峰、 特别是9月30日早高峰，民

警将重点加强各出城方向交通的巡逻
管控； 10月7日的14时至22时，将重点
加强对各入城方向交通的巡逻管控 ，
在出入城通道及过江桥梁， 也会安排
巡逻民警进行疏导和事故的快速处
置。将加强夜间管控，特别是城区主干
道及公园、繁华商业区、娱乐场所集中
的地域， 根据实际情况适时延长执勤
时间，确保道路畅通。

针对节假日期间， 酒后驾驶违法
行为有可能抬头， 长沙交警也将进一
步加大对酒后驾驶违法行为的查处 ，
确保对酒驾违法打击的力度不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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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小伙程帅帅因不满 “高
考户籍歧视 ”， 给北京大学送匾
“北京人大学”， 遭到北大保安扣
留，后被带往海淀派出所。在派出
所待了8小时后， 程被带回家乡。
（9月12日《河南商报》）

称“北京大学 ”为 “北京人大
学”，虽然偏激，且有揶揄、讽喻的
味道， 但程帅帅所指责的因高考
户籍政策造成的教育不公现象 ，
却也是不争的事实。

名校招生属地化， 带来的教
育资源配置失衡现象，颇受诟病。
今年7月，《人民日报》 就曾报道，
清华北大属地扩招，违背“减少在
京招生计划”的承诺 。由此可见 ，
程帅帅以送牌匾的方式来控诉招
生不公，只是一种个人意见表达，
谈不上侮辱，更够不上诽谤。

鲁迅先生在《我观北大》中说，
“北大是常为新的， 改进的运动的
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
道路走。”可以说，从“五四”以来，
北大一直“开风气之先”，立于中国
文明前行的潮头， 正因为这样，北

大才寄托着国人的梦想，成为国人
的骄傲。程帅帅的匾，虽是送给北
大，却并非针对北大，而是要借此
抗议高考户籍不公，“常为新”的北
大难道不理所应当“鼓与呼”？

退一步说，即便程帅帅有“踢
馆”之意，北大此举也有违其标榜
的 “自由精神 ”。自蔡元培主持北
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八个
字已经深入人心 ，“自由精神 ”也
成为北大的灵魂所在。 而自由本
身就包含了宽容， 没有宽容的胸
怀，就不可能有自由的思想。曾经
的北大校长胡适曾说，“容忍比自
由更重要”，北大何以难容一块批
评之匾？

近年来， 诸如送批评或嘲讽
牌匾之类事情并不鲜见 。 去年9
月， 成都市民侯建民向成都公安
局赠送 “不作为 ”锦旗 ，对方虽未
接受 ，却也没有加以责难 ；去年1
月， 海南文昌市东郊镇村民向镇
政府赠送“村民心中最不作为奖”
锦旗， 镇政府欣然接受并将之挂
在办公室墙上，以起警示作用。面
对批评， 仍被公众寄予厚望的北
大，实在应该深刻反省。

本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龚卫国 祁春华

“如今用上了自来水，方便多了，再
也不用到两公里外的山窝窝里挑水
了。”9月14日， 芷江侗族自治县水宽乡
拾担村村民李元武高兴地告诉记者，他
家接通了自来水，安装了热水器，用上
了洗衣机， 过上了跟城里人一样的生
活。

拾担村是一个偏远山村， 全村365
户1300多人。以前，村民们每天都要到2
公里外的山窝窝里挑水喝。 遇到干旱、
枯水期，要到4公里外的地方去挑水。洗
衣都困难，更谈不上用洗衣机、热水器
这样的电器了。 村党支部书记潘长金

说：“饮水难困扰了我们好多年，但因水
源太远、 投资太大得不到解决。 去年9
月，县水利部门筹集23万元，在村里实
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彻底解决了我们
的饮用水问题。”

“自来水通到了家门口，实现了几
辈人的梦想。”潘长金激动地回忆，引水
工程竣工当天，村里沸腾了，全村男女
老少敲锣打鼓涌向村边的蓄水池。

随行的县水利局局长罗尚军告诉
记者，近年来，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农
村饮水安全工作， 通过采取 “一延、二
建、三打、四改”的方式，全力破解农村
饮水难。

“一延 ”，即由县水厂 、乡镇水厂
向周边村延伸供水 ， 已为 32个村供

水 。“二建 ”， 即在乡集镇与人口密集
的地方 ， 新建联村集中供水工程 ，现
已建44处 。“三打 ”，即在边远 、分散的
村庄农户家门前 ， 打小型深水井 ，已
打2181口 。“四改 ”，即对供水规模小 、
水质不达标的 17个乡集镇老水厂进
行改造扩容 ，提高供水能力 、扩大供
水范围 。

罗尚军说，几年来，全县已筹资1亿
多元用于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在全

县28个乡镇建立了自来水厂， 使105个
集镇 、村 、组的13.5万农民用上了洁净
卫生的自来水。

“吃水不忘挖井人，幸福甘泉党引
来。”李元武当众念起了打油诗，脸上洋
溢着幸福的笑容。

记者感悟：幸福在哪里？就在老百
姓的笑容里。拾担村乃至整个芷江侗乡
饮水的变化，标志着农村群众生活质量
逐步提高。

本报记者 杨丹 李国斌

带着乡音的话语、优雅的笑容，著
名歌唱家宋祖英9月20日回到家乡湖
南，出席“开口笑·宋祖英2012魅力中
国长沙演唱会媒体见面会”，宣布11月
17日将在长沙贺龙体育场举办个人演
唱会。

湖南，是宋祖英梦想起飞的地方，
她15岁怀揣梦想走出湘西山寨， 一步
步成长为艺术大家。 媒体见面会开始
前，上百名歌迷早早地来到现场，等待
偶像的出现。

这是宋祖英首次回湘举办演唱
会。“一直有回家乡办演唱会的想法，
也一直希望家乡的演唱会是最好的。”
见面会上，宋祖英表示，很高兴回到家
乡， 能回家乡举办演唱会， 非常有意
义， 是对家乡父老乡亲们多年来关心
的回报和感谢， 希望和大家度过一个
难忘的夜晚。

台湾歌星周杰伦将助阵演唱会。
此前， 宋祖英和周杰伦已成功合作多
次，一个是民歌天后，另一个是流行乐
坛天王，他们的合作受到歌迷好评，歌
迷称他们为“英伦组合”。宋祖英说，和
周杰伦的合作非常愉快， 此次和周杰
伦合作的节目将与以往不太一样，会
带给大家不同的感受。

曲目方面，宋祖英介绍，演唱会的
歌曲将在以往演唱会基础上做一些调
整， 会选择一些有湖湘特色的歌曲和
湖南各地的民歌。除了演唱经典曲目，
宋祖英还专门为家乡父老准备了全新

曲目。 宋祖英说：“要在家乡的演唱会
上唱最多的歌。”

本次演唱会的主创团队和制作团
队， 均为她往届演唱会的原创班底。
2009年北京鸟巢演唱会原班设备 、北
京奥运会开闭幕式灯光和音响团队、

气势恢宏的舞台、4层表演空间、7座升
降台 、 横跨体育场的巨型LED屏幕 、
400多人的豪华表演阵容……顶尖的
团队和高品质的硬件设施， 将在贺龙
体育场营造出世界顶级音乐厅的效
果。

见面会现场， 歌迷的尖叫声一浪
高过一浪， 显示出宋祖英受欢迎程度
比流行乐坛明星有过之而无不及。宋
祖英亲切地与歌迷互动，还为6位幸运
歌迷赠送了演唱会门票。据悉，演唱会
门票从即日起正式向社会各界预售。

边远侗寨饮甘泉

“要在家乡唱最多的歌”

宋祖英11月首次回湘办演唱会

电子邮箱： hnrbxwplb@163.com

本报9月20日讯（记者肖建生
通讯员 余锦钟）省政府今天召开
新闻发布会， 省政府副秘书长刘
明欣在会上通报了全省2012年打
击发票违法犯罪专项行动情况 ，
根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 全省公
安、税务、财政等相关职能部门密
切配合， 严厉打击各类发票违法
犯罪行为，为捍卫税法尊严、规范
财税秩序和优化我省经济环境做
出了积极贡献， 湖南受到公安部
和国家税务总局的充分肯定 。国
家税务总局、卫生部、监察部等七
部委还总结我省对医药行业发票
检查的经验，向全国推广。

1至8月， 全省共查处制售虚
假发票案件1714起， 捣毁虚假发
票制售窝点47个，打掉团伙26个，
其中刑事案件立案189起，是去年
同期的3.15倍 ， 抓获犯罪嫌疑人
205 人， 是去年同期的2.33倍，共
缴获假发票3298万份， 是去年同
期的3.11倍， 查补税款8873万元。
此外， 侦破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案791起 ， 立案数是去年同期的

12.88倍， 抓获犯罪嫌疑人860人，
抓获人数是去年同期的10.03倍 。
全省各级税务部门还对4347户企
业开展发票检查， 查处非法发票
6.61万份， 涉票金额20.55亿元，查
补税款1.17亿元， 加收滞纳金645
万元，处罚1129万元。

今年来，省委、省政府对发票
打假工作高度重视,全省各地构建
了全方位、 全社会齐抓共管的大
网络、 大格局。 在工作中突出重
点， 从严打击虚假发票 “卖方市
场 ”，坚持打团伙 、挖窝点 、破大
案， 将职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犯罪团伙作为打击重点， 并加大
对使用虚假发票的单位和个人的
查处力度，从金融、保险、广告、餐
饮娱乐、药品与医疗器材、房地产
与建筑安装等行业中选取部分重
点企业开展发票使用情况检查 ，
全面启动对中国电信和中国移动
在湘单位的发票检查工作， 并将
交通运输、医药行业、中介机构及
教育培训等行业列为检查重点 ，
做到查税必查票。

科学发展 成就辉煌
———十年变迁看基层

宋祖英回到家乡,出席“开口笑·宋祖英2012魅力中国长沙演唱会媒体见面会”。 通讯员 摄

本报9月20日讯 （记者 朱章安）9
月20日，记者从衡阳市政府获悉，湘江
干流航道发展规划中8个梯级最后一
级———土谷塘航电枢纽工程建设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 近日获国家发改委
审查通过。

土谷塘航电枢纽工程是湘江干流
航道发展规划的8个梯级中尚未开发
的最后一级， 也是交通运输部和省里
“十二五” 规划重点内河航道建设项
目。该项目以航运为主、航电结合 ，兼
有交通、灌溉、供水与养殖等综合利用

效益。 工程坝址位于湘江衡阳段上游
39公里处的衡南云集镇， 主要建设项
目包括设计年通过能力为1420万吨的
千吨级船闸一个 ， 总装机容量9万千
瓦、 年发电3.57亿千瓦时的电站一座，
17孔泄水闸和跨湘江大桥一座。 工程
预计10月底开工，总工期为52个月。

作为省委 、省政府建设 “东方莱
茵河 ”战略重点基础设施工程 ，土谷
塘航电枢纽项目投入 8000余万元用
于环保。除了对水口山矿渣区进行适
当防护 ， 做好沿岸水土保持工作外 ，

还配套建设新水源工程和专门的鱼
道。

据悉，该项目建成后 ,可消除湘江
中游航道 “瓶颈 ”，新增高等级航道89
公里， 使国家规划的湘江高等级航道
增至585公里，千吨级船舶从岳阳可常
年直达湘南有色工业重镇常宁松柏
镇，中水期可延伸至永州冷水滩，从而
更好地发挥水运绿色 、低碳 、环保 、运
量大等优势，连通长江和珠江水系，湘
江衡阳段沿线工业产品可通过水运通
江达海。

未来3天有雨
湘西湘北局部暴雨

湘江干流航道发展规划8个梯级最后一级

土谷塘航电枢纽可行性报告通过审查

自由之北大
何以难容批评之匾

湖南打击发票违法犯罪成效显著
“湖南经验”受到国家多个部委肯定

应对“黄金周”

长沙重点路段提前预警

（紧接1版①）近年来，省建行连续多年
创造湖南金融业存款、贷款、银行卡发
卡量等多项“同业领先”，显然，强大的
自身实力，必然引爆发展的加速度。

科学布局营业网点，成为该行适应
湖南经济发展步伐的有力举措。自去年
以来， 该行在全省布局新网点15个，增
设自助设备1140套，现在已拥有营业网
点514家、自助银行192家 ，在全省同业
中居于领先。

位于长沙城北的湘江世纪城楼盘，
可容纳10万人居住，但作为新城，各种
配套设施不可能“一次配齐”。秉承“以
客户为中心”经营理念，省建行反应迅
速， 提早在该区域谋划网点布局。2011
年新网点顺利开业，截至上月末该网点
个人存款余额已达1.45亿元。此后该行
又在该区域增设一家自助银行，日均账
务性交易量已达168笔， 居省建行系统

前列。
产品不断创新，是该行适应市场变

化的又一 “武器”。 随着经济活跃度提
升，省内高校、企业、商场产生了大量使
用银行卡结算的需求， 该行迅速反应，
创新性地推出各类联名卡，累计发卡量
突破2000万张， 年内消费交易额达到
1000亿元。

在此基础上，该行去年先后推出金
融公交IC卡、医保卡、公积金卡、校园卡
等金融产品12项。今年8月，在全省“社
保金融 IC卡”首发仪式上，该行又成为
首批发卡行之一， 并承担了推广发行
“社保卡”的众多金融职责。

以服务赢市场，2011年， 该行在全
省推出“优质服务年”活动。从营业网点
客户休息座椅的灰尘度，到大堂经理接
待客户的流程， 服务细节不断优化；同
时，评选星级网点、创建标杆网点、错峰

增开窗口、 引导客户分柜台办理业务……
一系列服务措施的推行，让该行服务质
量始终处于同业的领先水平。

倾力支持湖南经济社会发展
在省建行全部3867亿元存款总额

中，占比52%的个人存款成为贷款的主
要资金来源。

到今年8月底，省建行贷款余额达到
2249亿元。发挥金融服务职能，助推地方
经济发展，彰显出省建行的三湘浓情。

今年初， 一笔面向保障房建设的
500万元贷款， 进入长沙岳麓新城保障
房屋建设公司账户，截至目前，该行今
年已向保障房建设投放贷款1.6亿元 。
该行还专门推出了文化产业综合金融
服务方案， 将营销重点定位为广播影
视、新闻出版、动漫等湖南优势文化产
业，目前已累计投放贷款80多亿元。

“急经济发展之所急，解经济发展
之所难”，调结构，争规模，保重点，全省
“四化两型”建设，省建行源源流入的资
金在助推加油。去年以来，省建行连续
两次获得“湖南省调煤保电工作先进单
位”奖项。至今年8月末，省建行在交通、
电力 、 城建3大行业的贷款余额达到
786.05亿元， 占全行贷款总额的30%以
上。响应省委、省政府号召，加大对湖南
制造业的信贷支持，该行贷款余额已达
280多亿元。

因为根扎得深， 枝叶才更茂盛。同
样，扎根本土意味着承担更多社会责任。
近两年，省建行先后开展了“贫困高中生
资助计划”、“贫困英模母亲资助计划”等
多项长期资助项目，每年资助金额达150
万，资助人数上千人。去年，该行还先后
获得省政府颁发的 “湖南省慈善奖”“首
届湖南省扶贫助学先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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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李正然担心他情绪波

动， 工作之余经常邀他一起打羽
毛球。 “我没有丧失信心， 更没
有半点懈怠的情绪 。” 一次聊天
时， 陈修萱告诉李正然： “官位
既不是人生的目的， 也不是幸福
的象征。 一个党员、 一个干部应
该有个平和的心态， 把组织利益
放在个人利益之上， 为组织多担
当。 首先还是要把工作做好， 只
有工作上干出了成绩、 干出了影
响 ， 才能得到组织和群众的认
可。”

陈修萱之所以有这样的认
识， 得益于今年邵阳市开展的心
态教育 “扪心三问” 活动。 活动
中， 邵阳市委向各级机关、 人民
团体、 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提出
了3道问题 ： 一问我为党和人民
做了什么？ 二问党和人民给了我
什么 ？ 三问我为邵阳发展做什
么 ？ 陈修萱围绕这3个题目自我
反思 ， 找出了差距 ， 找出了责
任 ， 找出了使命 ， 心境得到提
升。 在本单位举行的心得交流会
上， 他主动带头， 向领导、 同事
“亮” 出了思想 : “坚守好阵地是

我应尽的职责。”
【做法】

开展心态教育,重点是培育领
导干部的健康为政心态 。 为此 ，
邵阳市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除开
展 “扪心三问” 活动外， 还精心
组织编写了 《干部心态教育读
本 》， 选出了50名知足感恩 、 爱
岗敬业、 心态健康的优秀干部榜
样， 分层级建立了领导干部谈心
谈话制度 ， 帮助干部排除杂念 ，
调整心态， 及时更新观念、 转变
作风、 改进方法、 推动工作。 通
过开展心态教育活动， 邵阳市广
大领导干部在换届中心态平稳 ，
自 觉 接 受 组 织 挑 选 ， 呈 现 出
“进 ” 者奋发有为 、 “退 ” 者心
情 愉 快 ， “留 ” 者 意 志 不 衰 、
“转” 者迎接挑战的良好局面。

邵阳市委书记郭光文说， 心
态教育注重人的自我反思、 自我
引导、 自我教育、 自我疏导。 在
现代社会不断转型、 干部思想日
趋多元之时， 心态建设的探索实
践为思想工作创造了一个崭新的
载体 ， 找准了一个恰当的切入
点， 提供了一条 “化虚为实” 的
可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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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湖南省实施〈中华人

民共和国献血法 〉办法 》实施6周
年， 省人大常委会组织对我省贯
彻实施献血法及其实施办法情况
进行了调研。从调研情况看，全省
各级政府认真贯彻相关法律法
规， 无偿献血和血液管理工作取
得了一定成绩。

2011年， 全省共有48万多人
次参加无偿献血， 有效保证了血
液安全， 基本保障了临床用血需
求。主任会议指出，血液的供应与
保障是政府履行公共管理职能的
重要组成部分，既是民生工程，也
是民心工程。要进一步加强领导，
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 进一步加
强法律监督，保证财政投入，增加
人员编制，改善采血工作环境，确
保血站生产和发展的需要， 推动
我省无偿献血事业的持续发展。

省十一届人大六次会议以
来 ，省民政厅 、省交通运输厅 、省

林业厅、省水库移民开发局等4厅
局共办理代表建议、 批评和意见
245件，所有建议均在法定时限内
办理完毕，并答复了代表。主任会
议对4厅局办理工作给予了肯定，
指出要进一步增强办理工作责任
感和主动性，进一步健全机制、完
善制度， 在解决实际问题上下功
夫 ，注重实效 ，狠抓落实 ，切实解
决好代表反映的各类问题； 要结
合建议的办理， 注重从建议办理
中分析和发现带有普遍性、 倾向
性的问题，举一反三，深入调查研
究， 通过解决一个问题促进一个
方面的工作， 努力扩大和延伸办
理效果， 以此推动各部门工作又
好又快发展。

会议还听取了有关人事事项
的说明。

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省
人大各专门委员会、 常委会办事
机构和工作机构的负责人列席主
任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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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克保认真倾听大家的发言，感谢

各位院士、专家、学者对洞庭湖生态经
济区建设的关注和支持。他说，加快洞
庭湖生态经济区建设，是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 防洪安全和生态安全的现实需
要，是完善区域战略总体布局的重大举
措，也是推进湖区“四化两型”协调发展

的必然选择。大家的发言站在全局的高
度，从战略层面提出了很多颇具分量的
战略性意见，对做好洞庭湖生态经济区
建设专题研究工作，特别是正确处理好
长江与洞庭湖、 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
防洪与水资源、重点工程建设与相邻地
区发展等之间的关系， 很有借鉴意义。
要认真梳理、 充分吸纳大家的真知灼

见。
梅克保强调，建设洞庭湖生态经济

区是一项系统工程，抓紧做好规划和专
题研究是重要前提和基础。各有关部门
要深入开展研究，加强协调配合，务求
工作实效，高标准、高质量完成规划编
制和专题研究工作，推动洞庭湖生态经
济区建设尽快全面启动实施，努力探索

走出一条洞庭湖区科学发展、 绿色发
展、生态发展之路。

会上，魏礼群等9位院士 、专家 、学
者受聘为省政府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建
设特聘专家 ；省水利厅 、省环保厅 、省
农业厅、 省林业厅与中国水利水电科
学研究院等课题研究单位签署了合作
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