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2月19日讯 （记者肖军 黄巍
通讯员 邓永松） 青冈栎是沅陵深
山老林里常见的一种野生常绿乔
木， 但树龄在100年以上、 且裸露
树根长得像满 “脸 ” 疙瘩的 “老
人头 ” 的不多见 。 近日 ， 记者在
沅陵县太常乡黄茶村上黄组意外
发现了一株这样的 “老人头 ” 青
冈栎古树。

这株 “老人头 ” 青冈栎长在
黄茶村上黄组村民赵列魁房前 。
与其并排的还有一老一少两株 ，
但长相正常 ， 老的那株与 “老人

头 ” 树 龄 相 差 无 几 。 据 估 算 ，
“老人头” 高约10丈， 树根周长约
3人合围。 赵列魁告诉记者， 古树
已有100多年 “高龄 ”， 村子里的
人将其 “一家三口 ” 当成山神 ，
逢年过节家家户户祭拜祈求平安。

据沅陵县林业专家介绍，青冈
栎系壳斗科常绿乔木，为常绿阔叶
林重要组成树种，耐瘠薄，喜钙，木
材性质优良 。 其果呈卵形或椭圆
形 ，生于杯状壳斗中 ，每年10月成
熟。 青冈栎为亚热带树种，是我国
分布最广的树种之一。

本报12月19日讯 （通讯员赵建党
记者 李伟锋）12月15日，冷水江市
戴家湾煤业集团正式挂牌。 这是
今年该市开展煤矿整顿整合以来
成立的首家煤业集团。

冷水江市是我省重要的产
煤地，原有大小煤矿243家。为提
升煤矿整体素质 ， 提高资源利

用率 ，促进规模化发展 ，该市计
划将境内所有煤矿进行兼并整
合 ，组建大型煤业集团 ，争取用
2年左右时间，组建8家左右的煤
业集团 ， 每个煤业集团年产能
均达到30万吨以上； 努力培育1
至2个年产60万吨以上的大型煤
矿企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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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7

邵阳市 小雨 3℃～6℃
湘潭市 小雨转中雨 3℃～6℃

长沙市 今天到明天，阴天有小到中雨
南风2~3级 4℃～6℃

张家界 小雨 2℃～5℃

岳阳市 阵雨转小到中雨 2℃～5℃
常德市 小雨转小到中雨 1℃～4℃
益阳市 小雨转小到中雨 2℃～6℃

怀化市 小雨 2℃～6℃
娄底市 小雨 4℃～6℃
吉首市 小雨 3℃～6℃

衡阳市 小雨 4℃～8℃
郴州市 小雨转中雨 5℃～9℃

本版责编 李军 版式编辑 李妍 责任校对 彭扬

株洲市 小雨转小到中雨 4℃～6℃
永州市 小雨转小到中雨 4℃～7℃

２０12年12月20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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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讯（通讯员 彭发远
记者 杨军）“鱼米之乡”南县，如今经
济结构发生了可喜变化， 工业经济呈
现又好又快发展势头， 在县域经济中
占了大头。 今年1至11月，全县规模工
业完成产值、税收同比分别增长21%、
15.5%，工业品产销率在99.5%以上。

工业一直是南县的“短腿”。 近年
来，该县大力实施“工业强县”战略。在

培育建设南县经开区和南洲工业园、
茅草街工业园“一区两园”的基础上，
在益阳市率先建立了中小企业发展扶
持资金，采取“择优投放、无偿使用、到
期收回”的办法，为流动资金不足的企
业提供帮助。今年来，共帮助企业解决
短期周转资金3000万元。

南县帮助工业企业开展立项争资工
作。 县工业主管部门加强调度和指导，并

竭力为企业提供政策信息、 项目申报等
服务。 今年来，支持10多家企业向省里申
报项目30个。 在政府倾力支持下，企业加
大技改项目投入，增强市场竞争力。 今年
来，全县企业新上及扩、改项目投
入资金15亿元，同比增加71%，成为
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因素。 克明面
业于今年3月成功上市后， 新增12
条生产线，并投资8000万元在长沙

建立了高标准产品检测中心， 还在岳阳
投资8000万元新办了一家鱼制品加工企
业。 目前，南县规模工业企业由2009年的
48家发展到了58家。

本报12月19日讯（记者 邓明 白培生
通讯员 唐文利 侯志德）12月10日，郴
州市北湖区人民路街道飞机坪社区启
动下半年“创业致富之星”、“志愿服务
之星”等“星级”党员评选工作。 据介
绍，该社区一年举行两次党员“评星”
活动， 有效激发了党员争当表率的积
极性。

北湖区有1.45万名党员。为充分发

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该区近年来
推出了一系列党员管理新举措。 在党
员“入口关”，实行“积分评议制”，对拟
发展对象建立个人“道德”档案，基层
党组织定期对发展对象表现进行评议
打分。 在党员“管理关”，实行“分类定
等制”， 根据党员职责等进行分类考
评，年终按考评得分分别定为优秀、合
格、基本合格、不合格，进行有针对性

的教育管理。
该区还实行 “优奖劣汰制 ”， 畅

通党员 “出口关”。 区里建立健全了
不合格党员评判标准与退出机制。 对
被评定为不合格的党员， 党支部指派
专人对其实行重点帮教 ， 连续 2年
（次） 被评为不合格的 ， 按有关程序
予以严肃处理。 同时， 广泛开展机关
党员 “结对帮扶 ”、 农村党员 “设岗

定责”、 社区党员 “志愿服务”、 企业
党员 “先锋创建 ” 等主题实践活动 ，
极大地激发了党员活力。 目前， 全区
有 1472名机关党员与城乡特困户结
对， 3000多名农村无职党员找到了适
合自己的服务岗位， 3185名社区党员
开展志愿服务 ， 579名非公企业党员
参与 “先锋创建”， 带动800多名员工
成为生产标兵、 技术能手。

本报12月19日讯 （记者 肖军
黄巍）昨天 ，长沙市怀化商会举
行换届庆典， 近300名长沙市怀
化商会会员代表和两地各界人
士欢聚一堂， 畅谈成立4年来整
合异地商会资源，促进两地交流
合作的经验。

长沙市怀化商会自2008年
成立以来，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社
会团体和民间商会的优势，会员
由成立时的43人发展到现在的
220余人，涉及金融、汽车、服装、
食品、物流、矿产、机电、房地产、
医药器械、文化传媒、家居建材、

商务服务等数个行业。 有效促进
了怀化与长沙两城的经济互动，
商会把长沙市先进的管理经验、
生产技术、经营理念以及优秀企
业的投资项目带到怀化，同时也
将怀化的旅游 、特色产品 、招商
引资项目以及良好的投资环境
等介绍到长沙 ，助推怀化 、长沙
两地的经济发展。 商会会员单位
回怀投资共计10亿元。

据了解，4年来，在商会的带
动下，会员帮困扶贫，回报家乡，
共捐资捐物折合人民币达1000
多万元，助学帮困140多人。

严把“入口关”、“管理关”，畅通“出口关”

“三关”管理激发党员活力

“鱼米之乡”拉长“经济短腿”

规模工业企业发展迅猛

本报12月19日讯 （记者 匡玉
通讯员 蒋星 陆元连 阳新）“现
在的政策真好，农民年老后也有
生活保障了。 ”日前，衡南县冠市
镇黄竹村低保户李冬初，接过村
支书送来的养老金领取卡后感
激地说。

今年，衡南县把推进新农保
工作当作民生大事来抓。 年初，
县财政把新农保资金列入预算。
县领导下乡镇，每次都要到农户
家中了解新农保缴费和发放情
况。 新农保工作还被列为包乡镇
的县级领导年终考评的重要指

标。 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班子成
员带队到乡镇，包村包组发动农
民参保。 驻村乡镇干部与村干部
上门宣传新农保政策，参与保费
收缴。 县财政通过农户“一卡通”
发放养老金。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门还与邮政银行协调， 在183个
偏远村设立了助农取款机，农民
足不出村就可领取养老金。

到12月上旬 ， 衡南县已有
38.2万农民缴纳养老保险费，征
缴率达90.3%；12.5万人按时领取
了 养 老 金 ， 养 老 金 发 放 率 达
100%。

衡南12万多农民
喜领养老金

长沙市怀化商会助推两地经济发展

冷水江组建首家煤业集团

图 为
“ 老 人 头 ”
青 冈 栎 古
树。
邓永松 摄

沅陵惊现“老人头”古树

南 县

北湖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