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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乔伊蕾
通讯员 罗当

10月8日，国庆长假结束后的第
一个工作日 。 “科学发展 成就辉
煌———党的十七大以来湖南经济社
会发展成就展览” 依然迎来了一批
又一批的参观者。 跟随讲解员的脚
步， 大家由衷地感叹：“未来湖南值
得我们期待！”

“湖南明天更美好”展厅是本次
展览的最后一个展厅， 一幅幅精美
的图画， 引发了参观者对未来湖南
美好生活的无限遐想：2020年，湖南
初步建成生态环境、绿色产业、资源
支撑、人居环境、绿色文化和绿色管
理体系；2020年，湖南科技进步贡献
率将达到60%， 综合创新能力进入
全国前10位；2015年，湖南覆盖城乡
的下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成， 信息
化发展水平总指数达到 0.8以上 ；
2020年， 湖南地方性法规规章更加
完备， 公民合法权益得到切实尊重
和保障， 全社会法治意识和法律素
质普遍提高……

往展厅内走， 一部滚动播放的
三维专题动画片， 吸引了河北籍的
湖南师范大学学生胡杨。 他一边观
看， 一边用手机录下每一个精彩的
细节。“展望未来的湖南， 我真舍不
得离开这里了。”他对记者说，“我要
把这些展现美好愿景的画面带回
去，让更多的人了解湖南。”

刚刚从英国华威大学项目管理
专业毕业的“海归”学生唐嘉求，站在
一幅幅色彩绚烂的图片前，久久不舍
离去。他告诉记者，他在英国求学4年
多， 家乡的发展速度令他惊讶。4年
前，他去英国的时候，长沙河西还比
较“荒凉”。回国后，他在河西转了一
圈，整齐的居民小区、漂亮的百货大
楼、通畅便捷的过江隧道，让他惊喜
不已：“相比英国，家乡的就业机会更
多，生活也越来越有保障了。我选择
回来投身家乡建设，看来是选对了！”

谭惠军是长沙市王陵公园的退
休工人，看完展览后，老人对家乡的
发展充满信心。 她激动地在参观者
留言簿上写道：“希望明天的湖南能
让我们觉得更加幸福！”

本报记者 史学慧 欧金玉

【百姓点题】
近日， 家住常德市鼎城区人民西

路常德市电力局江北宿舍45户居民联
名反映说： 他们电力局老宿舍共有6
栋，1、2栋早在10年前就开通了管道燃
气。几年前，剩下的4栋居民也向常德
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申请开通管
道燃气，但该公司就是拖着不办。居民
们只能长年用瓶装气。 他们真希望有
关部门能关注此事， 督促燃气公司尽
早为他们安装管道燃气， 给居民的生
活提供方便。
【记者追踪】

燃气公司：居民反映属实
但公司也有难处

9月26日，记者就鼎城区人民西路
市电力局江北宿舍管道燃气安装难的

问题， 采访了常德中石油昆仑燃气有
限公司经理陈孝义，他告诉记者，居民
反映的情况确实存在， 但公司不为之
安装也是有原因的。

电力局江北宿舍1、2栋的管道燃
气当时是由电力局组织安装的， 而剩
下的几栋宿舍因该单位不再对其进行
管理，小区又没有物业，燃气公司根本
无法将居民们组织起来。

居民的意见也不统一。4栋共有百多
户居民， 有的住户强烈要求安装燃气管
道， 有的住户特别是将房子出租给他人
的住户则对此极不配合。 如该居民区家
家户户都安装了防盗网， 施工人员无法
正常施工。如果要装燃气管道，所有的防
盗网都必须拆除。可是，在实际操作中，
只要有一户不愿拆，施工就无法进行。

此外， 作为老居民区的电力局江
北宿舍复杂的水管、 电网也给施工增
加了难度。

市燃气办：老居民区
管道燃气安装矛盾多
记者就此又采访了常德市燃气热

力管理办公室， 相关负责同志告诉记
者，目前，该市江北区已有11万户居民
安装了管道燃气。 新建小区的管道燃
气是由开发商统一进行安装的， 矛盾
较少。而在一些老居民区，由于居民意
见不统一， 有的住户甚至不同意管道
从自己房子的外墙上走， 给管道燃气
安装带来极大的阻力， 使得燃气公司
疲于应付各种扯皮现象。

而作为燃气公司来说， 如果小区
安装的住户少，公司投入的成本过大，
投资的成本收不回， 安装的积
极性肯定也受影响。

长期以来， 电力局江北宿
舍的一些居民一直都在为没有
安装管道燃气而投诉， 市燃气

办解释过多次，但得不到居民的理解。
【主持人语】

管道燃气是城市的重要基础设
施， 管道气化率已成为城市现代化水
平的一项重要指标。 推广使用管道燃
气，一方面燃气公司要有长远观念 ,不
能因公司目前的利益得失而影响燃气
的开通 , 同时要用优质服务和良好信
誉吸引用户。更重要的是，政府相关部
门要把管道燃气的建设提升到事关文
明城市建设和改善百姓生活的高度来
抓， 尽可能地给予政策和资金上的扶
助,并进行穿针引线，做好协调和群众
思想工作， 从而推动管道燃气这项利
民工程惠及百姓。

苑广阔

深圳市文体旅游局、深圳假日
办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中秋
国庆黄金周期间深圳市旅游市场
全线飘红，8天内全市共接待游客
532.89万人次， 同比增长24.04%；
旅游收入49.72亿元， 平均每人花
费933元。（10月8日《深圳晚报》）

史上最长的黄金周结束了，盘
点黄金周成了政府部门的必备“功
课”。美中不足的是，几乎所有的盘
点都把重点放在旅游对经济的贡
献上，比如接待了多少游客，实现
旅游收入多少等。如果只谈效益，
不谈成本，无视问题存在，不但有
失客观，而且也不利于今后问题的
解决。

政府在进行黄金周盘点过程
中，应该具备必要的“成本意识”。
笔者个人以为，黄金周的“成本”至
少应包括环境成本、文明成本、安
全成本等几项。

其一，环境成本。黄金周一到，
全国人民“上山下乡”，城市乡村人
潮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冲击可
想而知。绿色低碳是全世界的潮流

和趋势，节能减排是中央政府的要
求，然而一年一度的国庆黄金周，
对自然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景
区景点垃圾成堆，汽车尾气大量排
放， 国家的节日成为环境的 “劫
日”。 政府部门在盘点黄金周赚了
多少钱， 为GDP做出多少贡献的
同时，是不是应该也算算在生态环
境上我们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多高
的成本？

其二，文明成本。某种情形下，
黄金周成了国人不文明行为的“集
中展示周”。有关部门在为接待人
数和旅游收入屡创新高的成绩而
沾沾自喜时，也应当直面游客在社
会文明和公民素质上存在的问题。

其三，安全成本。 最新统计数
据显示 ， 今年国庆黄金周期间 ，
虽然交通事故同比出现了下降 ，
但仍旧造成794人死亡， 2千余人
受伤 。 这样高昂的黄金周成本 ，
岂能在盘点的时候被忽视甚至是
无视？

只有具备了基本的 “成本意
识”， 并采取措施改进目前黄金周
中存在的问题，我们才有可能迎来
“低成本低消耗高效率”的黄金周。

本报10月8日讯（记者 陈永刚）
昨日，因换索工程实施交通管制4个
多月的长沙银盆岭大桥恢复双向四
车道通行， 橘子洲大桥和营盘路过
江隧道的通行压力得到有效缓解。

5月下旬以来，为了配合换索施
工的需要， 银盆岭大桥实施交通管
制，即白天半封闭施工，桥上双向两
车道通行； 晚上10时30分至次日早
上6时全封闭施工。长沙市住建委有
关负责人介绍，60对新斜拉索8月26
日就已更换完毕，但斜拉索更换后，
还花了20天左右的时间对斜拉索受
力情况进行张拉， 使之达到最佳受

力水准。跟原来的60对斜拉索相比，
新的斜拉索涂上了双层PE防护套，
原斜拉索的使用年限为15年， 此次
更换的新斜拉索使用寿命达到30
年。

据了解， 大桥此次维修加固还
包括对原有桥面进行路面提质，由
于桥东引桥有一段梁板需要更换，
施工单位正在抓紧对相关地段进行
处理。因此，目前仅桥面恢复双向各
两车道通行， 桥东交警岗亭至波隆
立交桥路段部分管制措施仍在继续
中，仍为一股道通行。市民驾车通过
时，请服从现场指挥，有序通行。

本报10月8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林俊）记者今日从湖南出入境
检验检疫局获悉， 全国检验检疫系统
对2012年10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
期间报检的所有出入境货物、 运输工
具、 集装箱及其他法定检验检疫物免
收出入境检验检疫费。据预测，这一政
策将为我省3000余家外贸企业减少近
1500万元检验检疫费。

据介绍， 湖南检验检疫系统从10
月1日起已实施免收政策，范围包括货
物及运输工具检验检疫费； 货物及运
输工具鉴定业务费； 安全监测及特殊
检验项目收费 ； 考核注册 、 签发证

（单）、查验审核费和其他收费等。
截至8日，全省已累计为1458批进

出口货物免收检验检疫费18.12万元，
预计四季度可为我省3000余家外贸企
业减少近1500万检验检疫费。 其中我
省有色金属、工程机械、电机电子等出
口产品预计可减免费用近500万元，机
械、 电子等主要进口产品可减免费用
300万元。

除免收检验检疫费外， 湖南出入
境检验检疫局还出台了12项服务措
施，扶持重点产业和企业，服务承接产
业转移， 可为我省外贸通关再降通关
成本。

本报10月8日讯 （记者 陶海音
通讯员 蒋立琴 易浩）长沙飞世界各
大城市将更方便了！记者今天从南航
在长沙召开的国际新航线推介会上
获悉，从10月份开始，南航将加密广
州至洛杉矶、 伦敦等国际航线的航
班，湖南旅客从长沙出发，可在5小时
之内通过广州中转至世界各地。

从10月12日起， 广州—洛杉矶
航线将由全球最先进的A380执飞。
每天一班，航班号为CZ327/8，广州
起飞时间为21时， 当地时间18时50
分达到洛杉矶 。 南航此次投入的
A380采取经典的三舱布局，共设502
个座位。10月28日开始，广州—伦敦
航线由每周3班改为每天1班， 空客
A332宽 体 客 机 执 飞 。 航 班 号 为
CZ303/4， 广州起飞时间为9时 30
分，当地时间15时抵达伦敦。10月31
日南航将开通长沙经广州中转直飞
马来西亚沙巴航线， 这是国内首条

直飞 “日落天堂”———沙巴的航线。
航班号为CZ3007/8。16时40分从广
州起飞，19时45分抵达沙巴。

乘坐上述国际航班的长沙出发
旅客可以享受国内段全免优惠。对中
转时间超过8小时的旅客 （部分舱位
除外），南航将提供免费酒店住宿。

据介绍， 南航还提供 “一票到
底，行李免提”的服务，可为符合条
件的旅客在长沙始发时一次性办理
中转航班登机牌和行李牌。 国内转
伦敦的旅客在中转站（广州）无需提
取行李， 由地服人员将行李转运至
海关检查区。 在国内始发站交运行
李，到了广州白云机场后，有地服人
员将行李转运到国内行李交运系
统， 白云机场海关对中转托运行李
进行后台查验， 无需开箱直接经中
转线进入国际交运行李分拣系统，
最后到达国际出境航班， 从而实现
“行李免提”。

本报10月8日讯 （记者 陶海音
通讯员 鄢嫣）记者今天从深圳航空
公司长沙营业部获悉， 深航将于10
月12日起开通长沙-无锡，长沙-贵
阳两条新航线。目前 ,深航拥有长沙
飞往深圳、广州、西安、兰州、南京、
三亚、青岛、福州、无锡和贵阳等10

余条航线。
据了解， 深航新增加的长沙飞

无锡航班号为ZH9568，每日22时20
分从长沙起飞，23时30分抵达无锡。
长沙飞贵阳航班号为ZH9567，每日
18时20分从长沙起飞 ，19时40分抵
达贵阳。

本报10月8日讯（记者 姚学文）
传统粉笔对教师身体健康带来的危
害，近年来一直被广泛关注。 昨天，
一种名为环保水溶性无尘粉笔的新
型粉笔在长沙面世。 老同志唐之享
闻讯发专电祝贺。

研发厂商湖南省状元坊教育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举行的新产品上市
推介会上，有关负责人介绍，公司历
经两年攻关成功的这一产品， 目前
在国内属首创， 不仅拥有独立知识
产权，而且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国际

和国内环保监管部门也给予认证 。
据悉， 这种新型粉笔采用的 “棕榈
油 ”、“硬脂酸 ”等24种原料 ，全部都
是无毒无污染的。 这些原材料还可
以再生，可永续利用。 新粉笔还有3
大特点：耐磨性是传统粉笔的46倍，
在书写和拭擦过程100%无扬尘 ，遇
水则可以溶解，是一种亲环境、益环
保的新产品。

昨天的推介会上，研发厂商还举
行了爱心活动，给偏远山区的两所贫
困学校捐赠了价值40万元的物资。

民生热线
主持人：史学慧
电话：18907312110
QQ：103112121 老居民区

开通管道燃气难上难

盘点黄金周
需具备“成本意识”

只有具备基本的“成本意识”，并采取措施改进目前黄金周中存在的
问题，我们才有可能迎来“低成本低消耗高效率”的黄金周

无污染新型粉笔长沙面世
国内首创技术获发明专利

电子邮箱： hnrbxwplb@163.com

10月8日，长沙笼罩在雾霾当中。当日是“寒露”节气，我省大部分地区出现
阴天雾霾。 本报记者 刘尚文 摄

第四季度全国免收出入境检验检疫费

我省企业有望减免近1500万元
工程机械等出口企业最受惠

科学发展 成就辉煌
———党的十七大以来湖南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展览

“未来湖南值得我们期待”
———聚焦“湖南明天更美好”展厅

银盆岭大桥恢复双向四车道通行

南航加密国际航线的航班

湖南旅客5小时内可中转至世界各地

深航将开通长沙飞无锡和贵阳航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