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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曾楚禹 苏原平 徐荣
通讯员 尹奇军 左媛媛

【马安村位于湘潭市昭山示
范区昭山乡东北角， 分别与长沙
市跳马乡和株洲市白马镇交界 ，
1988年国务院设立的长株潭3市
界碑位于马安村南塘组境内 ，属
于长株潭“绿心”的核心区。 】

9月下旬，刚走进马安村村民
谭建强的农家小院， 他就得意地
给记者出了个题：猜猜我家的“四
个一工程”是什么？

200多平方米的谭家院子里，
瓜果飘香，花木遍植，生活区窗明
几净，养殖区沼气池、污水处理池
形成完整的循环生态链， 房前屋
后都是风景，好一幅生态农家图。
见记者仍有些纳闷， 这位引领村
里“绿色风尚”的农民掰着指头揭
开“四个一工程”谜底：院内一栋
新房、房前一块娱坪、园里一块菜
地、屋后一片风景林。

站在谭家小院内远望， 马安
村青连阡陌，翠满山峦，处处跳动
着绿色的音符。 村支书胡子真形
象地概括村里如画般的美景 ：村
在绿中、水在村中、人在景中。 作
为长株潭生态 “绿心” 中的 “绿
核”，森林覆盖率达70%以上的马
安村主打绿字牌，“生态棋” 下得
风生水起， 清水长流稻花香的传
统农业村奏出绿色产业转型升级
的新乐章。

记者在马安村发现 ， 这个
“八山半水一分田”的农业村无公
害蔬菜瓜果大棚成片， 山间坡地
种满了桂花、红桎木、铁树、玉兰
等花卉苗木。 村民戴树华说，这些
蔬菜瓜果大棚、 花卉苗木都是村
里发展绿色产业的 “摇钱树”，养

苗好比养崽， 比侍弄庄稼还要细
心。

2007年， 马安村走土地集中
经营路子 ， 率先开展土地流转 ，
将全村4000多亩土地进行整体包
装、 集中经营， 建设现代农业项
目。 村主任胡亮兴给记者算了一
笔账 ,过去种稻谷 ， 一亩水田除
去成本最多赚300元 ， 而现在仅
利用荒坡种植苗木一项， 一亩的
纯利润至少在万元以上。 “绿色
产业升级换代， 村民们尝到了甜
头 。” 如今 ， 马安村花卉苗木种
植已达200多亩 ， 产品在长株潭
地区供不应求。

好山好水好风景， 引来资本
聚集马安村。 2008年至今， 南塘
生态农业基地 、 山那边度假村 、
福子生态休闲旅游山庄等 “绿 ”

字号项目纷纷入驻。 记者在山那
边度假村看到， 绿树丛中， 一排
排度假别墅依山而建， 一口口鱼
塘清波荡漾， 果园菜地环绕山光
水影 ， 五星级的农家乐雏形初
现。 度假村负责人陈坚坦言， 项
目之所以落户马安村， 看中的就
是村里的 “绿资源 ”， 度假村项
目既是奔 “绿心” 而来， 同时也
要为 “绿心” 播绿作贡献。 已经
投入2000多万元进入马安村绿色
产业的福子山庄老板刘利芝还打
算追加投资， 做一个更大的绿色
环保现代观光农业示范点。

从珍贵苗木花卉园到农业休
闲度假中心， 从无公害蔬菜基地
到地方珍稀物种养殖园， 马安村
的绿色产业如群星崛起阡陌中 ，
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 据了解，近

几年来，马安村引进绿色农
业产业项目资金已近 2亿
元。

“如果说绿色产业的崛
起仅仅是马安村‘绿的变奏
曲 ’中的音符的话 ，保护青
山绿水，建设两型社会观念
的深入人心，则构成这曲乐
章中最绚丽的一章。 ”胡子
真说。 漫步村中，处处可感
受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

理念深入到村民生活的点点滴滴
中： 太阳能热水器、 污水处理装
置、垃圾统一回收处理等。

采访结束时，已是华灯初上，
清新的夜色中， 马安村的太阳能
路灯发出柔和的光芒， 沿途农户
家的沼气灶喷出蓝色火焰， 空气
中弥漫着农家饭菜特有的香味 。
守护着“绿心”的马安村人用这样
的方式表白： 绿色是他们永恒不
变的财富和珍爱的家园。

@微言小议
@过客： 走进马安村， 感受

“绿心”脉动，体验村在绿意中，行
在绿阴下的秀美景象时， 都会从
心底升腾起幸福感， 这是大自然
给予长株潭最美的馈赠。

@老猫：绿色铺就小康路，马
安村的实践证明，盘活绿色资源，
合理开发利用， 把生态资源转化
为生态资本， 当地群众就能守着
青山过富日子。

@论道： 绿色已成为马安村
发展的关键支撑点，生态旅游、园
林花卉、 观光农业等绿色产业的
勃兴，将支撑马安村建设一个“流
金的绿谷”，成为两型社会建设的
亮丽窗口。

本报记者 曾楚禹 整理

本报10月8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汤雪 ）中
秋 、国庆双节假期，不少市
民都“狠狠”玩了一把，但疾
病也跟着找上门来 。 记者
今天从湘雅二医院、长沙市
中心医院 、 省儿童医院获
悉，长假期间部分科室门急
诊量不减反增，其中消化内
科、皮肤科、呼吸内科病患，
占据“半壁江山”，手足口病
也出现了反季 “抬头 ” 趋
势。

“假期出游 ， 旅途劳
累、 饮食不规律 、 蚊虫叮
咬等原因， 最易引发一些

痤疮 、 皮炎 、 湿疹等皮肤
病。” 长沙市中心医院皮肤
科副主任医师瞿勇介绍， 8
天假期医院皮肤科门诊量
高达771人次。他提醒市民，
节后要多喝水，可适当补给
些淡盐水， 注意饮食清淡，
避免吃过分生冷、刺激的食
物。年轻“战痘族”要多吃些
粗粮 、水果和蔬菜 ，避免熬
夜，保证睡眠充足。 若发现
身上有部位长红疙瘩，最好
到专科医院就诊。

湘雅二医院8天门急诊
量逾3万人次 ，与去年同比
增长16.5%。 其中，10月4日

门诊量超过6000人次。 经过
春夏的高发期后，手足口病
本在逐步减少 ， 但国庆长
假 ，其发病率再次出现 “抬
头”趋势，不少5岁以下的孩
子， 从外面出游回来后，便
出现了高烧不退 、 四肢长
疱疹的症状。

记者从省儿童医院获
悉 ，长假中 ，由于户外活动
以及接触密集人群的原因，
手足口病日均接诊约 130
例，较放假前增加3成左右。
专家提醒，洗净手、喝开水、
吃熟食 、勤通风 、晒衣被能
有效预防手足口病。

手足口病出现反季“抬头”趋势

绿水青山掩映下的马安村度假村。 本报记者 曾楚禹 摄

在国家邮政局和省委、 省政府正确
领导下， 我省邮政业积极贯彻中央决策
部署， 深入推进邮政体制改革 ， 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 发挥信息流 、 实物流 、 资
金流 “三流合一 ” 独特优势 ， 加快融入
地方产业体系 ，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 政
企分开以来 ， 在 “政府依法监管 、 企业
依法经营” 的新体制下 ， 全省邮政业持
续保持两位数增长速度 ， 形成了面向民
生的邮政通信服务网络 、 支撑电子商务
的快递服务网络、 与现代农业相配套的
“三农” 配送网络、 同文化产业关联协作
的发行网络， 邮政基础产业作用和地位
更加巩固。

当前 ， 邮政业正处于重要发展机遇
期。 国家将邮政服务列为基本公共服务
的重点项目， 作为服务贸易的重点领域，
中央和地方不断出台鼓励邮政发展政策，
为邮政发展提供良好环境 。 社会关注的
氛围也日益浓厚 。 我们要抓住机遇 ， 科
学发展我省现代邮政事业。

加强探索实践 ， 着力转变邮政发展
方式。 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是发展现代邮
政的关键 。 要以结构调整为主攻方向 ，
统筹邮政普遍服务业务 、 邮政速递物流
业务和邮政金融业务的协调发展 。 由主
要依靠扩大外延投入向主要依靠改革创
新、 科技进步 、 从业者素质提高和发挥
网络、 品牌 、 渠道优势 、 提升核心能力
转变； 由主要注重规模增长向规模 、 结
构、 质量 、 安全 、 效益并重转变 ， 走全
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夯实发展基础 ， 着力推进邮政普遍
服务均等化。 邮政普遍服务是国家基本
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 是重要的民
生领域。 做好邮政普遍服务是发展现代
邮政的基础， 是邮政的核心价值 。 要不
断完善中央地方共投共建模式， 大力加
强邮政基础设施建设 ， 推进乡乡设所 、
村村建站、 局所改造和邮政服务进社区

工程建设。 加快打造面向全社会的便民
服务平台 。 大力提升邮政综合服务能
力 ， 加快完善局所业务功能 ， 加强为
“三农 ” 服务的工作 。 完善邮政普遍服
务保障和监督机制 ， 推动设立邮政普遍
服务基金。 推动建立科学透明的邮政普
遍服务收支核算和补贴制度 。 研究建立
邮政普遍服务综合评价体系 。 制定邮政
企业普遍服务综合绩效考核办法 。 在推
动发达地区邮政普遍服务向更高标准提
升的同时， 逐步提高农村地区邮政普遍
服务水平。

发挥主体作用 ， 着力深化邮政改革
做大做强邮政企业 。 改革是发展现代邮
政的强大动力。 要继续完善邮政普遍服
务业务和竞争性业务分业经营 、 分账核
算体制机制和三大板块共同发展机制 。
加快邮政速递物流改制步伐 ， 建立现代
企业制度， 实现资本化运作 、 集约化管
理、 规模化运营 。 依托综合交通运输体
系， 推动企业功能整合和服务延伸 ， 融
入产业链、 服务链和供应链 ， 促进与电
子商务、 制造业协同发展 。 不断增强邮
政综台实力， 努力将中国邮政建设成为
品牌强大、 实力雄厚 、 具有较强国际竞
争力的现代服务业集团。

培育核心价值 ， 着力推进现代邮政
文化建设。 建设现代邮政文化是发展现
代邮政的根本保障 。 要坚持以人为本 ，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 扎实推进和谐邮政
建设。 充分利用邮政厚重历史文化底蕴
优势， 顺应时代改革发展要求 ， 加强邮
政文化建设 ， 构建符合邮政实际 、 适应
发展需要的邮政核心价值体系 ， 组织动
员全省邮政从业人员提振信心 ， 集聚力
量， 承担起经济发展 、 普遍服务 、 服务
经济社会的责任， 关心行业兴衰 ， 做实
做强做大邮政基础产业， 共谋发展进步。
打造服务文化建设公共平台 ， 为社会主
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贡献。

发挥邮政基础产业作用
科学发展现代邮政事业

（第43届世界邮政日致辞）
湖南省邮政管理局局长 周国繁

2012年10月9日

的变奏曲 ———走进湘潭市昭山
示范区昭山乡马安村

本 报 10月 8日 讯 （记 者 李 文 峰 ）
“十一” 前夕， 记者从株洲市政府获悉 ，
近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首届中欧
市长论坛上， 株洲市委副书记、 市长王
群应邀作了 “让绿色交通成为宜居城市
的必备条件” 主题发言 ， 介绍了株洲坚
持绿色发展的理念与实践 ， 引起中欧与
会代表注目。

据了解 ， 中欧市长论坛是第15次中
欧领导人会晤重要配套活动之一 ， 我国
共有30个城市的市长与会 ， 12位市长应
邀上台演讲。 株洲是我省惟一获邀城市，
王群与北京、 天津、 深圳市长同台首轮
演讲。 王群表示， 株洲市期待与欧盟及
国内兄弟城市建立合作关系 ， 共同推进
绿色低碳城市建设。

近年来 ， 株洲市委 、 市政府提出
“建设以现代工业文明为特征的生态宜居
城市 ”， 大力促进绿色交通产业发展 。
成功实施了公交车电动化3年行动计划 ，
将城区627辆公交车全部更换成纯电动或
混合动力车， 建成我国首个电动公交城。

建设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 ， 设置站点
1018个， 投入自行车2万辆， 实现了城区
全覆盖。 在此基础上 ， 建成了年产50万
辆公共自行车生产基地 。 同时 ， 大力发
展电力机车、 电动汽车 、 地铁轻轨等绿
色交通产业， 它们已成为推动株洲产业
转型的重要力量。

株洲还力推 “135” 低碳绿色出行计
划， 倡导市民1公里内步行 、 3公里内骑
自行车、 5公里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现
在， 株洲市民只需花1元人民币就可以享
受城市 “绿色公交”， 3小时内可免费使
用公共自行车， 坐公交车 、 自行车和步
行出行在城市交通中所占比例已达80%以
上。

株洲市的自行车租赁系统已推广到
株洲县 、 岳阳 、 浏阳及安徽芜湖等地 ，
西安、 深圳、 南京 、 合肥等城市也陆续
与株洲市签约 “合作共建”。 株洲的高端
地铁轻轨车辆已进入马来西亚、 土耳其、
哈萨克斯坦等国， 年销售收入突破100亿
元。

“让绿色交通成为宜居城市的必备条件”

“绿色株洲”亮相首届中欧市长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