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徐典波 徐亚平
通讯员 沈念

“看新不看旧，看大不看小，
看特色不看一般。 ”12月10日至
11日 ，记者随行参加岳阳市 “四
三六 ”工程建设观摩会 ，觉得这
是一场高效的现场督战会。

今年初，岳阳市委市政府实
施“四三六”工程，做好打造湖南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性新兴产
业等4篇文章； 实施项目引进和
建设 、淘汰落后产能 、城乡环境
整治3大攻坚 ，提供民生 、环境 、
要素、人才、基础、组织和纪律等
6个保障， 掀起了项目引进和建
设的高潮。 这次观摩会的目的就
是对项目建设来一次年底大督
战。

10日下午 ， 与会的市级领
导、县（市）区主要负责人来到华
容县工业园内的福禄通农业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 这家与央企合
作，高规格配置国内外一流生产
先进设备的企业，焕发着一股勃

勃生机。
“项 目 投 产 后 销 路 怎 么

样？” 市委书记黄兰香、 市长盛
荣华的悉心询问 ， 让企业老总
笑逐颜开 。 “我们有市场 ， 不
愁销路 ， 而且是属国家粮油安
全战略项目 ， 还承担了20万亩
油茶基地建设和5万吨食用油储
备任务。” 临别时， 老总许下承
诺 ： “岳阳为企业创造发展的
好环境 ， 我立个 ‘君子约定 ’，
继续投一个有分量的好项目 。”
黄兰香当场表态 ： “好呀 ！ 地
方保证全力搞好服务！”

“今年岳阳重点推进的100
个重大建设项目96个开工，完成
投资226亿元； 共实施内联引资
项目657个，到位资金281.6亿元，
内联引资到位资金连续4年排名
全省第一。 ”疾速行车，随行广播
的解说声声入耳，一组组数据振
奋人心。 两天时间，与会人员考
察13个县市区和国家级经开区、
临港新区 ，行程数百公里 ，参观
项目近40个。

本报12月17日讯 （记者 匡玉
通讯员 曾艳华 ） 12月16日上午11
时， 广东广州天虹宾馆会议中心爱
心涌动。 在 “广州八连壹加壹爱心
会” 成立一周年庆典上， 罗一伟等
20多位祁东籍人士排队将钱投入募
捐箱中。 此后， 还举行了爱心现场
拍卖会， 共募集资金近4万元。 这些
钱将送到伤残、 孤寡等特困人员家
中。

罗一伟出生在祁东县偏远农
家， 长大后参军入伍。 上世纪90年
代退役后， 到广东打工、 创业， 事
业获得成功 。 去年 ， 他发起成立
“广州八连壹加壹爱心会”， 得到当
地民政部门批准。 一年来， 该会会
员共为慈善事业捐款上1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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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5

邵阳市 小雨转阴 4℃～7℃
湘潭市 多云 2℃～7℃

长沙市 今天，阴天到多云 明天，阴天有小雨
北风2~3级 3℃～7℃

张家界 多云 2℃～8℃

岳阳市 阴 3℃～6℃
常德市 阴 3℃～6℃
益阳市 阴 2℃～6℃

怀化市 阴 4℃～7℃
娄底市 阴 3℃～7℃
吉首市 阴 2℃～7℃

衡阳市 阴 4℃～7℃
郴州市 小雨转阴 5℃～7℃

本版责编 谭云东 版式编辑 李妍 责任校对 彭扬

株洲市 阴 5℃～7℃
永州市 阴 5℃～7℃

２０12年12月18日 星期二
通讯员新闻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

地址： 长沙市解放西路262号3至5楼
电话： 0731-82296448 84428148

本报12月17日讯 （通讯员 向民贵
记者 张湘河） 古老的街道、 斑驳的高
墙、 幽深的大院……泸溪县浦市镇的
一砖一瓦， 都在诉说着古镇的千年历
史。 该县对这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
实施民族特色建筑民居保护工程。 到
12月初， 古镇太平街临街面木屋保护
修缮和立面商铺改造修缮已全面开工，
并已完成项目建设投资400余万元。

浦市地处沅水中游， 自明洪武初
年起， 这里便成为沅水流域商品、 物资

集散地和转运中心， 与古城凤凰、 洪江
遥相呼应。 古镇历史文化核心保护区内
有3条古商贸街道、 6座古戏楼、 5公里
长的城墙和12座城门、 13省 （地） 会
馆、 20多座货运码头、 45条巷街、 数以
百计的封火墙 “窨子屋”、 72座寺庙道
观、 90座作坊等建筑群， 其中吉家院
子、 李家祠堂等20多个百年历史的深宅
大院还静静地伫立在古老的街道旁。 同
时， 它还是名列中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名录、 被誉为 “东方戏曲瑰宝”

的辰河高腔发源地。 在这里传承的踏虎
凿花， 也被列为全国第二批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名录。 2010年， 浦市获批为国
家级历史文化名镇后， 泸溪县编制完成
古镇保护修缮详细规划， 启动了浦市古
镇民居保护工程。

在古镇民居保护施工现
场， 县城建局局长罗云峰告诉
记者， 工程计划投资2.8亿元 ，
根据 “保护为主 、 抢救第一 、
合理利用 、 科学管理 ” 的原

则， 按照原风原貌， 对古镇道路、 古
宅建筑、 古文化遗址、 古商业店铺 、
近代革命旧址等进行保护修缮。 项目
建成后将再现千年古镇风采， 成为湘
西一个具有民族特色的旅游城镇。

泸溪 2.8亿元保护千年古镇

本报12月17日讯 （记者 周勇军
刘也 通讯员 黄科） 原常德棉纺厂退
休人员游建新患尿毒症多年， 一年光
血液透析费用就要4万多元，医保报销
后，自己还要负担近2万元。 而常德医
保实行单病种包干结算后， 游建新一
年自己只需负担3000元了。 这是常德
市城镇基本医疗和生育保险实行 “市
级统筹”后，给参保对象带来的实实在

在的好处。
据了解，从今年10月起，常德市全

面实行城镇基本医疗和生育保险“市级
统筹”。在提高统筹层次、全市一体运行
的基础上，该市以人为本，着眼群众需
求，不断创新医保付费方式，使参保群
众医疗保障水平得到有效提高。具体操
作中，该市将尿毒症门诊血透等18个相
对诊断明确、施治规范、疗效清晰、费用

易于控制的疾病列为包干结算病种，指
定医疗机构，确定费用总额，降低自付
比例 ， 最低个人仅负担包干费用的
10%。 同时，在长沙市区和常德市区及
常德市各县市区确定了首批34家异地
就医转诊医院，通过联网结算，彻底解
决了参保群众异地就医“跑腿”、“垫支”
难。 参保人员到异地定点医院就医时，
只须按参保地政策，向异地医院缴纳个

人应承担的医疗费用就行。 前不久，常
德经济开发区石门桥镇供销社退休职
工高宏济因肺部严重感染，转到长沙湘
雅二医院救治，22天共用去医疗费5.4
万元，出院时报销了近4万元。

常德市医保实行 “市级统筹 ”已2
个多月，为参保患者减轻了负担。以尿
毒症病种为例， 做透析的参保患者有
68人，共减轻经济负担约106万元。

常德 医保“市级统筹”出新招

祁东人士羊城献爱心

本报记者 李文峰

【人物】
李放鸣 ，中共党员 ，攸县坪阳庙

乡文化站站长，从事农村文化工作40
年，曾两次被评为全省先进文化站站
长，并获全国第二届农民科教电影汇
映奖，其事迹被中央党校主编的 《中
国领导干部创新社会管理的理论与
实践》收录。

【现场】
攸县最大的农家书屋———坪阳

庙乡坪台村农家书屋，与乡政府一墙
之隔， 面积200余平方米， 数个室内
“书中屋”布置得巧妙美观 ，装了2万
册图书的书架、书柜整齐排列。 近日，
记者慕名来到这里，身材瘦小的乡文
化站站长李放鸣正在热情招呼读者。

李放鸣是攸县农家书屋创立“第
一人”，2008年至今，已在坪阳庙乡发
展24家农家书屋。 为了更好地开掘农
家书屋知识宝库，李放鸣在2009年冬

与攸县图书馆联合发起了 “书香坪
阳，阅读你我”读书活动，一直坚持至
今，得到当地很多群众响应。

为让农村处处弥漫书香， 近3年
来，李放鸣还建立重点读者联系户数
百户，推出“我为成功找佳书”等特色
项目，并举办20多期“农家书屋”科技
培训班， 组织万册科技图书下乡，当
地群众读书蔚然成风。 去年，坪阳庙
乡被评为全县双文明建设先进单位，
今年又跻身“株洲市经济社会发展十
快乡”， 还涌现出全国 “孝亲敬老之
星”邱双莲、全省“十大书香人家 ”王
三雄等典型。

李放鸣将这些成绩归功于他手
下的农家书屋管理员。 他介绍，他身

旁的古稀老人陈伏初就是其中之一。
别看陈老年迈多病 ， 但他工作很用
心 ，自编了15本“农家书屋读本 ”，且
不要分文报酬，被评为全省优秀农家
书屋管理员、全县敬业模范。 前不久，
他还自投2万元办家庭广播站， 宣传
党的十八大精神。

【心声】
李放鸣 ：党的十八大提出 ，扎实

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农家书
屋作为农村一种新型公共文化服务
设施，要继续发展好、管理好。 作为乡
村文化工作者，我们真心希望通过农
家书屋， 让百姓享受文化大发展、大
繁荣的成果，并使之成为农民致富的
金桥。

本报12月17日讯 （通讯员
王丹 记者 李伟锋 ）15日下午3
时，澧县张公庙镇白合村白合三
组电网突然断电。 该县电业局工
作人员马业国获悉后，在办公室
点开新投运的低压漏保及配变
管理系统 ，轻点鼠标 ，马上就恢
复了供电， 整个操作前后仅花2
分钟。 这是常德电网开展智能化
改造后收到的新效果。

马业国介绍 ， 以往农村地
区断电 ， 工作人员必须到故障
所在点所属的变压器上去手动

操作 ， 才能恢复正常供电 ， 前
后至少得花上个把小时。 今年，
常德电业局在澧县试点智能配
电台区建设 ， 采用先进的网络
信息系统 ， 对电网运行情况实
行在线监控 。 通过这个系统 ，
工作人员在办公室即可监控到
各线路电流 、 电压 、 功率等情
况 ， 并可实行远程操控 ， 大大
提高供电可靠率 。 据悉 ， 澧县
电业局还将继续扩大智能管理
系统的覆盖面 ， 在全县范围内
建设60个智能化管理台区。

让书屋成为农民致富金桥

观摩会上的“君子协定”

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基层心声

澧县农网实现智能化管理
恢复供电时间由1小时缩短至2分钟本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骆力军

11月30日清晨，宁远县棉花坪瑶族
自治乡棉花坪村村民活动中心旁，22岁
的瑶家姑娘赵玲玲已经办好了第 8期
“棉花坪村十八大宣传专栏”，热情地向
村民们宣讲“十八大”精神。

别看她今年才20出头，但担任村主
任已有近5年的时间。

2007年6月，从县职业中专毕业，17岁
的赵玲玲放弃了广东一家公司的聘请，一
心想在大山里干出点名堂。 回村两个月，
她就向村两委提交了一份1万多字的经济
发展报告，被村两委采纳。 2007年11月，她
看准生猪养殖前景可观，借钱购回20头仔
猪，苦心钻研养殖技术，精心喂养。到第二

年3月，获纯利4000元。
“别看玲玲年纪小，能干大事！ ”村

民们对赵玲玲刮目相看。2008年5月第六
届村委会换届选举，18岁的赵玲玲高票
当选村妇女主任，兼任计划生育专干。

不久，赵玲玲就遇到了难题，堂兄嫂
生育了两个孩子后，死活不肯按政策落实
节育措施。 赵玲玲上门做工作，堂嫂不是
躲就是搪塞，还让她看在亲戚的分上关照
一下。 一天晚上，赵玲玲拿着被子来到堂
嫂家， 坚定地说：“你不去落实节育措施，
我就住在你家了！ ”无奈，堂嫂落实了节育
措施。 4年多来， 她走遍了方园30里的瑶
寨，每户育龄妇女、子女情况，她都牢记在
心，及时上门排忧解难，赢得了大家的信
任。 棉花坪村连续几年保持低生育水平，

被评为县、乡计划生育先进村，她本人也
被评为县先进工作者。

赵玲玲还积极带领大家发展致富产
业。5组村民盘国英在她的帮助下饲养母
猪12头，年出栏生猪200头以上，纯收入
近4万元。全村新增生猪养殖户131户。带
头低改、种植优质油茶180亩，带动全村
发展油茶2000亩。 见村里通往山外还是
一条砂石路，今年初，她捐款2万元，组织
大家对路面进行了水泥硬化。

2011年5月赵玲玲连选连任。 今年9
月，当选县第十六届人大代表。

主任原是90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