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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12月17日讯（记者 贺佳）
今天，全省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创建
工作会议在衡阳市召开。 省委副书
记、省委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工作领
导小组组长梅克保要求，切实增强
使命感和紧迫感 ， 进一步把握内
涵、突出重点、强化保障，着力推动
我省学习型党组织创建工作不断
迈上新台阶。 省委常委、省委宣传
部部长许又声主持会议。

梅克保在充分肯定我省近年来
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取得的成绩后
说，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创建，对于我
们把握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
的新形势、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新目标、 落实全面提高党的建设
科学化水平的新任务和开创科学发
展、富民强省的新局面，都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切
实增强新形势下推进学习型党组织
创建的使命感和紧迫感， 以创建新
成效推动经济社会新发展。

梅克保强调，党的十八大明确
提出“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
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这要求我
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学习型
党组织创建，必须以党的十八大精
神为指引 ，不断加大力度 、拓展广
度、挖掘深度。 要进一步把握内涵，
坚持在学习制度化中形成学习自
觉 ， 在学习组织化中把握政治导

向 ， 在学习价值化中检验学习能
力 ， 在学习终身化中培养良好学
风。 要进一步突出重点，坚持把学
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作为学习
型党组织创建的重中之重，着力打
造《先锋问答》、“五创四评”等工作
品牌， 探索建立考核评价体系，注
重抓好考核结果运用。 要进一步强
化保障，坚持在加强组织领导中形
成合力，在健全创建制度中形成机
制，在加强宣传引导中营造氛围。

许又声指出，推进学习型党组
织创建，要牢牢把握学习贯彻党的

十八大精神这条主线，切实增强以
学习力提升思想力、创新力和决策
力的自觉性。 要努力践行“忠诚、担
当、求是 、图强 ”的湖南精神 ，坚持
学习和实践有机结合，把抓工作的
着眼点放到立党为公 、 执政为民
上，落脚点放到办实事、求实效上，
重点放到立足现实、 着眼长远、打
好基础上。

会上，一批全省学习型党组织
建设 “五创四评 ”活动入选项目受
表彰，衡阳市委等15个单位和个人
作典型发言或书面交流。

本报记者 邓晶琎
李伟锋 孙振华

眺望着16日建成通车的
娄新高速公路， 冷水江市三
尖镇石槽村党支部书记段云
兴的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
容： “从娄底回冷水江四五
十分钟就够了， 以前可要耗
上二三个小时啊！”

和段云兴一样， 越来越
多的湖湘百姓正深切地感受
到， 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给
我们的经济生活带来了极大
便利。

年头岁尾， 湖南高速公
路向全省人民交出了一份可
喜的答卷： 到12月23日， 今
年将有16条共1320公里新建
高速公路建成通车， 湖南高
速公路通车总里程将达到
3969公里， 直逼4000公里大
关！

衢通三湘 ， 气贯长虹 。
湖南高速公路以后发赶超的
气魄和速度， 引人瞩目。 湖
南， 已成为贯通南北、 承接
东西的全国重要交通枢纽。

今年将建成通车1320
公里共16条高速公路

12月初的湖南已值深冬， 湘南高速
公路建设工地， 仍是一派热气腾腾的繁
忙景象。

作为厦蓉高速在湖南境内的最东
段， 汝郴高速目前已经进入工程扫尾阶
段， 工作人员正全力冲刺12月下旬 “大
通车”。

“汝郴高速建成后， 将
拉近湖南与珠三角 、 长三
角、 闽台经济圈等发达地区
的距离， 为湖南乃至我国西
部地区打通一条新的快捷出
海通道 ！” 汝郴高速项目公
司经理蔡向阳对通车充满期
待。

值得期待的远不止这一
条出省通道。 今年， 我省将
建成通车高速公路16条， 通
车里程达1320公里。 这16条
纵横交错的高速公路， 涵盖
京珠高速复线 、 厦蓉高速 、
包茂高速、 二广高速和湖南
“五纵七横 ” 等国省重要干
线网， 开辟湖南与相邻省份
的 “新通途 ”， 大大缩短湖
南与全国各地的时空距离 。
届时， 全省通高速的县市达
到97个 ， 覆盖人口5955万 ；
全年新增出省通道7个 ， 达
15个。

湖南高速公路大干快
上， 的确是形势所迫。

近些年， 我省经济突飞
猛进 ， GDP连续4年稳居全
国前10位。 但我省高速公路

建设却相对滞后 。 去年底通车总里程
2714公里， 排名全国16位， 在中部6省更
是排名最末。 2011年经济总量落后我省
的江西， 其高速公路通车里程比湖南还
多了近900公里！

这说明， 高速公路建设与我省经济
的 “块头” 已不相称。 （下转11版①）

本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宁志文 艾国华

“十一五”期间，怀化市相继获
得全国九大生态良好区域、中国特
色魅力城市200强等美誉。

“十二五”开局，怀化市被国家
环保部命名为国家级生态示范区，
成为全省惟一获此殊荣的地级市。

怀化 ，这个 “经济后发地区 ”，
在加快绿色进程的同时，交出了漂
亮的发展成绩单。 “十一五”期间，
怀化GDP、财政收入和一般预算收
入增幅连续5年走在全省前列；“十
二五”开局之年，财政收入、一般预
算收入双双进入全省八强，多项主
要经济指标迈入全省第二方阵。

“围绕建设生态宜居城市战略

目标，怀化以实施 ‘碧水 、青山 、蓝
天’工程为抓手 ，大力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 ， 释放出巨大的 ‘绿色力
量’！ ”近日，记者在怀化市采访，市
委书记李亿龙给出了答案。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说起怀化，过去人们常这样形
容：湖南的“省尾”。 的确，地处我省
西部边陲的怀化 ，很长时间 ，主要
经济指标排名全省末尾。

怀化落后， 与地处山区有关。
这里是我省重要的生态屏障 ，森
林、水能、矿产资源丰富。 然而，丰
富的资源没有把怀化带向富裕，青
山绿水只是养眼的风景。

怀化一度奋起直追，但依靠发

展资源型、 环境污染型的造纸、化
工、建材、印染等产业，粗放的发展
模式让怀化饱尝了资源消耗、环境
污染之痛。

一段时期，怀化陷入了生态保
护与经济发展两难的困惑。 这对矛
盾绕不开、躲不过，怎么办？

2008年，一场“解放思想，赶超
跨越” 的大讨论在怀化各地展开，
干部群众利用会议及当地报刊、网
络、 电视等多种途径畅所欲言，各
抒己见，越“策”心里越亮堂。 资源
环境是发展的基础，发展的目的是
为人民谋福祉，协调发展与环保关
系，出路在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呵护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怀化必须
把生态文明建设搞上去，走一条可

持续发展 、绿色发展 、低碳发展的
路子。 ”市委书记李亿龙在解放思
想大讨论的总结发言掷地有声。

理念决定行动。 怀化市委、市
政府作出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
决定，确立了“建设生态宜居城市”
的战略目标， 通过实施 “碧水、青
山、蓝天”工程，创建国家级生态示
范区。

发展与环保协调推进

去年6月，中方县一场“绿色震
荡”让干部群众惊叹不已。 7名科局
级干部因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不
力被调整岗位或降级使用， 而2名
乡镇党委书记因任期内生态建设
卓有成效被提拔重用。 （下转4版）

� � � �本报12月17日讯（记者邓晶琎）省交通运
输厅今天发布消息：到12月23日，我省今
年将新增16条共1320公里高速公路建成
通车。 届时，全省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达
到3969公里 ，凤凰 、蓝山等18个县 （市 、
区）首次通高速公路，我省“两纵五横”的
高速公路骨架网基本形成。

今年全部建成通车的16条高速公路
分别是：包茂线吉首至茶洞高速；包茂线
凤凰至怀化高速； 厦蓉线汝城至郴州高
速；厦蓉线郴州至宁远高速；厦蓉线宁远
至道县高速； 京港澳复线长沙至湘潭高
速；京港澳复线衡阳至桂阳高速；京港澳

复线桂阳至临武高速； 二广线永州至蓝
山高速；娄底至新化高速；湖北通城至平
江高速；浏阳至醴陵高速；炎陵分路口至
炎陵县城高速；炎陵至睦村高速；大围山
至浏阳高速；南岳至衡阳高速。

这16条新增高速公路总投资972.806
亿元， 是我省历史上首次在一年内通车
1000公里以上高速公路， 超额完成了年
初制定的 “通车1000公里 ”的年度目标 。
到2015年， 湖南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有
望达到6450公里，打通25个出省通道，通
车总里程排名将由2007年全国第17位跃
升至全国第3位。 （下转11版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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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邓明 白培生 李秉钧
通讯员 许群飞 王福亮

“医生，快救救我爸！ 他被五步蛇
咬伤了……” 今年7月9日凌晨2时50
分， 生命垂危的资兴市州门司乡刘家
村村民蒋振国，被家人抬着，闯入了永
兴县黄泥乡东泽村曾宪国的卫生室。

被五步蛇咬伤6个多小时的蒋振
国已出现危重中毒症状， 生命危在旦
夕。 刚为一名蛇伤患者做完手术的曾
宪国立即投入紧张的抢救中， 最终把
蒋振国从死神手里夺了回来。

今年39岁的曾宪国， 是永兴县黄

泥乡东泽村村医。 15年来， 他医治了
1000余名蛇伤患者 ， 治愈成功率达
99.9%，并减免贫困患者医药费10余万
元，被乡亲们誉为“最美蛇医”。

破解一个难题

曾宪国10岁时，小他8岁的弟弟的
屁股上长满了天泡疮。父母忙于农活，
带弟弟打针的重任落到了小小年纪的
曾宪国身上。那段时间，他每天都要吃
力地背着2岁的弟弟， 走到离家2公里
外的村卫生室打针，来回很累，于是萌
生了“要是自己是一名医生该多好”的

想法。
上完中学，凭着一股韧劲，曾宪国

多次拜师学医，后被周边汶村的“赤脚
医生”收为徒弟。

“宪国是棵学医的好苗子。他一边
学习临床知识， 一边刻苦自学理论知
识， 一年后就能独立给乡亲们治疗常
见病和多发病了。 ”师傅许有志对其徒
弟曾宪国很满意。

为提高医疗水平，1993年9月，曾宪
国进入永兴卫校学习。 两年后毕业，他
在本村开办了一个卫生室，成为一名乡
村医生。 此后，通过自学，他先后拿到中
专、大专等毕业文凭。 （下转10版）

陈惠芳

与一般的医生不同，曾宪国是一

位蛇医。 这是一份特殊的职业，更是
一份特殊的贡献。

在乡村，特别是山区，蛇虫出没，

被蛇咬伤的村民不在少数。 民间有绝
活。 曾宪国勇于担当，仁厚忠义，体现
了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 身怀绝技，
医德高尚，均令人赞叹。

呼唤更多身怀绝技的乡村医生，
活跃于三湘大地，造福乡里乡亲。

� � � �本报12月17日讯（记者 苏
莉 通讯员 彭晓春 路险峰 ）省
十一届人大常委会今天举行第
142次主任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李江主持会议， 副主任陈叔
红、蔡力峰、刘莲玉、蒋作斌和秘
书长孙在田出席会议。

会议审议了省十一届人大
常委会第33次会议议程草案；研
究了省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草
稿）； 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法规
工作委员会关于开展规范性文
件备案审查工作的情况汇报，听
取了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
委员会关于对《湖南省人民政府
关于省人大常委会跟踪检查食
品安全法执法检查报告审议意
见落实情况的报告》、《湖南省人
民政府关于〈研究处理科学技术
进步法执法检查报告审议意见
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办理情
况的报告》审议意见的汇报。

会议听取了省人大内务司法
委员会关于对 《省高级人民法院
关于执行工作情况的报告》和《省

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和改进反渎
职侵权工作情况的报告》 的审议
意见中涉及政府工作建议的汇
报，关于对《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
执行工作情况的报告》和《省人民
检察院关于加强和改进反渎职侵
权工作情况的报告》 审议意见的
汇报。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高对
法院执行工作、 检察院反渎职侵
权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要进一步
优化司法环境、 加大执行工作和
反渎职侵权工作的力度， 加强队
伍建设， 促进我省司法公正和法
治建设。 主任会议原则同意将上
述审议意见转交省人民政府、省
高级人民法院、 省人民检察院研
究处理，并于6个月内将研究处理
结果报告省人大常委会。

会议还对省人大常委会有
关立法工作、省人民代表大会有
关会务工作进行了研究。

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省
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工作
机构和办事机构的负责人列席
会议。

绿色力量 ———怀化市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纪实

梅克保在全省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创建工作会议上要求

以创建新成效推动经济社会新发展

今年新增16条高速公路
●通车里程达3969公里，18个县（市、区）首次通高速
●2015年通车总里程有望达6450公里，跻身全国前三

“最美蛇医”
———记永兴县乡村医生曾宪国

■短评 民间有绝活

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
举行第142次主任会议

� � � � �将于12月23日通车的汝郴高速。 省高管局供图

张家界将建国内首条中低速磁浮商业运营线
2版

为您导读

11版
2012年你幸福吗
———重大民生举措一年盘点

10版

� � � � 12月17日上午，长沙市河西祥安停车场，一台大型挖掘机伸长“手
臂”，将一辆辆假牌、套牌的士车压成废铁。

本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曹征麟 摄 详见3版>>

骑行掀起新风尚 ———自行车出行系列报道之一
详见12版

本报今日推出专栏《在诗意中骑行》

长株潭再建300个大型农村沼气工程
4版

破茧重生 潇影“蝶”变

身边的好医生
电子邮箱 hndaily@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