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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5

邵阳市 小雨 4℃～7℃
湘潭市 阴 4℃～6℃

长沙市 今天到明天，阴天有小雨
北风2级 3℃～7℃

张家界 小雨转阴 2℃～6℃

岳阳市 阴转小雨 1℃～5℃
常德市 小雨 2℃～5℃
益阳市 小雨 3℃～6℃

怀化市 小雨 3℃～6℃
娄底市 小雨转小到中雨 3℃～5℃
吉首市 小雨 4℃～6℃

衡阳市 小雨 5℃～7℃
郴州市 阴转小雨 5℃～7℃

本版责编 李军 版式编辑 李妍 责任校对 彭扬

株洲市 小雨 5℃～7℃
永州市 小雨 6℃～7℃

２０12年12月19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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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讯（通讯员 王玖华
陈富松 彭红谷 葛新良 记者 贺威 ）
12月9日晚8时， 双峰县花门镇杉林村
村民赵孺协一家， 正在电视机前兴致
勃勃地收看锁石镇远教网站播出的十
八大精神解读视频。

锁石镇远教网站是该镇共产党员彭
启章创办的。2000年，彭启章投入8万多元，
在镇里和县广电局的支持下，购买、安装
了播放设备。 2006年12月，双峰县委组织

部为彭启章送来了价值5万多元的远程教
育设备， 确定他家为农村远程教育网站。
今年，他又投入资金18万多元，将模拟电
视换成了数字电视，有线用户越来越多。

党的十八大召开后，彭启章将十八大
精神精心制作成节目， 分主题、 目标、任
务、意义等12大类内容，以提问式、解读式
等形式，配以文字、图像，每晚8时至9时准
时播放。 目前，他已制作十八大精神节目
12个，播放30期，2180多有线用户受益。

“绿色科技”年创效益1.6亿 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基层心声

本报记者 邓明 李秉钧
通讯员 何书典

【人物】
李运玉，女，安仁县永乐江镇红星村

党支部书记。李运玉任村党支部书记15年
来，带领群众建好路、渠等基础设施，并把
5000亩荒山变成松林，村民收入一年上一
个台阶。如今又借助县工业园落户村里的
契机，正一步步把村庄变成“城镇”。

【现场】
12月16日，记者到安仁县永乐江镇红

星村采访，只见平整、开阔的土地上，10多
个园区项目正如火如荼建设中。

“这一大片就是县工业园，占地1500
多亩，大部分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由我们村
里的公司承包了。 ”个子不高、留着一头短
发的村党支部书记李运玉像看到即将收
割的庄稼一样，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

村里的红星建筑公司总经理杨宗仁
说：“我以前在广东做生意， 积累了点资
金。2009年，县工业园落户我村后，李支书
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让我回来牵头办企
业，带领村民发家致富。 ”

冲着李运玉的诚意， 杨宗仁很快回
乡，动员村民集资入股，成立了红星建筑

公司，参与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因高效的
施工、过硬的质量，红星公司很快赢得园
区众多企业的青睐， 纷纷把工程交给该
公司。 村民从公司分红年人均近万元。

村民生活殷实起来， 李运玉又开
始谋划新蓝图。 她告诉记者，园区建好
后，随着企业增多，村里要大力发展服
务业，与园区发展配套。

“村里打算怎么干呢？”记者问她。
“我带你们到我们的新村去看一

看 。”跟着李运玉 ，记者来到永乐江畔
一处空旷地，几台挖掘机在不停作业，
运土车来回穿梭。

“这是按城镇化模式规划建设的
一座新村，一期占地300多亩，集商贸、
娱乐休闲等功能于一体， 服务园区发
展。 目前拆迁工作已全部到位，春节前
几条道路将全部动工，全村440多户村
民都会安置到新村来。 ”李运玉兴奋地
说，5年后，红星村将变成一座小城镇，
村民都将过上城里人的生活。

【心声】
李运玉：党的十八大提出，推动城

乡发展一体化。 我们要借助党的政策
东风，把经济发展好 ，把村庄建设好 ，
让每个村民都过上幸福的生活。

让村民过上城里人生活

双峰一普通党员自制十八大精神视频

中方 万亩耕地告别“靠天吃饭”

巴陵
石化

本报12月18日讯 （通讯员 彭展
记者 王晴） 在国内首创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新工艺，每吨环己酮减少原料苯
消耗5公斤，年创效800多万元。 12月上
旬，在中石化巴陵石化公司2012年度科
技进步奖评定中，这个被称为“环己烷

富氧氧化制环己酮成套工业技术”的项
目，荣获该公司科技进步特等奖。

在该公司本年度揭晓的30项科技
进步成果中，节能降耗的“绿色”成果
达24项，占8成，年创综合经济效益1.6
亿元。 巴陵石化将绿色低碳战略作为

企业“转方式、调结构”的主要抓手，持
续推进技术创新。 该公司烯烃事业部
科研团队在“炼油（重油催化）-苯乙烯
装置热联合技术开发”项目中，开发出
国内领先的节能技术， 每小时增产中
压蒸汽11吨，不仅每年可实现760万元

的节能降耗价值， 还使尾气中的一氧
化碳达标排放。

该公司24项“绿色”创新技术的
开发， 催生出了9个新的环保产品，
推动了近20项能耗物耗降低， 每年
为企业节能价值逾5000万元。

本报12月18日讯 （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杨捷灵 楚雯 蒲宏燕) 中方
县炉亭坳乡塔灯田村村民潘伯长与
几个合伙人开垦60余亩旱地种葡萄，
今年净赚40多万元。他开心地说：“搭
帮农业综合开发，使原来靠天吃饭的
旱地、荒地成了聚宝盆。”

近年来，中方县因地制宜推进农
业综合开发。要求开发项目规划主动

对接农业产业规划，科学规划好项目
区灌排系统，改善农业生产环境。 炉
亭坳乡塔灯田村沿溪近1000亩稻田
水源流失严重。该村逐级修建了高标
准拦溪坝4座，硬化坝渠近3000米，让
水直流田间。 同时，该县将土地治理
与发展农业产业相结合，引导龙头企
业加强农业基础设施与产业基地建
设。 桐木镇是远近闻名的葡萄之乡，

前几年因水利设施落后，一些地块不
得不提前摘果贱卖。 县里投入300多
万元建设引水排水渠等。美国一家红
酒集团慕名前来考察， 准备
在桐木投资建一座高标准酒
庄。

今年来，中方县已对县
内12个乡镇实施15期农业
综合开发，修建山塘水库29

个、 拦溪坝3座， 衬砌渠道305.6公
里 ，修建机耕路36.4公里 ，让1万多
亩耕地告别“靠天吃饭”。

本报12月18日讯 （记者
陈永刚）记者今天从长沙市
政府办公厅获悉 ，《长沙市
校车标牌核发和校车驾驶
人管理实施办法（试行）》已
经出台，将自2013年1月10日
起施行。 该办法规定，长沙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将对全
市 校 车 启 用 专 段 “ 湘
A*S***”黄色号牌管理。

专用校车应以中小学
校、 幼儿园以及客运企业的
名义注册， 不受理个人车辆
作为校车。 学校、幼儿园以及
客运企业新购买的申请核发

校车标牌的车辆， 必须是符
合国家标准 《机动车运行安
全 技 术 条 件 》 （GB7258—
2012）的专用校车。 专用校车
不得改变使用性质。 校车应
配备有标志灯、 停车指示标
志、 卫星定位装置以及逃生
锤、干粉灭火器、急救箱等安
全设备， 校车前风窗玻璃右
下角和后风窗玻璃适当位置
要放置校车标牌， 记载本车
的号牌号码、机动车所有人、
驾驶人、行驶线路、开行时间、
停靠站点、发牌单位、有效期
限等信息。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校车
驾驶人将被注销校车驾驶资
格：年龄超过60周岁的；在致
人死亡或者重伤的交通事故
中负有责任的；有酒后驾驶或
者醉酒驾驶以及超员、超速等
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的；有交通
违规被记满分记录或者犯罪
记录的；有传染性疾病、癫痫
病、精神病等疾病的；有酗酒、
吸毒行为记录的。

校车驾驶资格实施年审
制，校车驾驶人应当在每个
记分周期结束后30日内接受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的审验。

从明年1月10日起
长沙启用校车专段“湘A*S***”黄色号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