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快推广十大清洁低碳技术

� � � �本报12月24日讯 （记者 易
禹琳） 娄新高速昨日正式通车，
紫鹊界梯田晋升4A级旅游景区，
娄底更美更近了。 今天上午，在
神秘的梅山武术、新化山歌表演
中 ，由省政府主办的 “探秘神奇
梅山， 感受美丽中国”2013年大
梅山文化旅游年暨万辆自驾车
畅游娄底活动启动仪式在长沙
举行。副省长何报翔宣布活动正
式启动并讲话。

据娄底市委副书记、市长易
鹏飞推介，此次活动2013年1月1
日开始 ， 至2013年12月31日结
束 ，历时一年 ，娄底精心策划了
地质奇观游 、生态休闲游 、湘军
探源之旅、耕读文化之旅等多条
特色旅游线路 ， 覆盖曾国藩故
里、蔡和森纪念馆、大熊山、梅山
龙宫 、紫鹊界梯田 、湄江国家地
质公园 、波月洞 、奉家桃花源八
大景区及龙山飞水、 紫鹊界、油

溪河三大漂流和全市33家星级
饭店。各大景区还准备了独具特
色的节目和活动。娄底拟面向全
省发放10万套星级饭店和9大景
区优惠券和10万套景区门票优
惠券，累计让利1.2亿元。

何报翔高度评价此次活动
的启动既是挖掘大梅山地域文
化 、 擦亮大梅山旅游品牌的喜
事，也是湖南建设旅游强省的大
事 。他说 ，大梅山文化旅游带是
湖南旅游板块的重要组成部分，
旅游资源丰富 ，山水神奇 ，人文
厚重 ，风情独特 。随着党的十八
大“建设美丽中国”的号角吹响，
大梅山区域交通及旅游基础设
施的日益完善，将有越来越多的
人走近梅山山水 ， 探秘梅山文
化，领略梅山风情。

启动仪式上，省旅游局局长
杨光荣为紫鹊界梯田颁授4A级
旅游景区牌匾。

� � � �本报12月24日讯（记者 段云行 贺威 通
讯员 王卫光 吴晔） 如果说音乐是人类最美
丽的语言， 那么你愿意以什么样的乐曲表达
对娄底的热爱和理解？12月24日晚，由中国音
乐家协会与娄底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 “那
山那水那人———美丽娄底” 全国原创歌曲大
赛在长沙正式启动， 设重奖面向全国征集歌
唱娄底自然山水和人文历史的原创歌曲。

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 著名作曲家赵季
平，省领导蔡力峰、谭仲池及娄底市领导出席
活动启动仪式。

此次大赛设特等奖１首，奖金10万元;金奖１
首，奖金５万元;银奖2首，奖金各3万元；铜奖3首，
奖金各２万元；优秀奖９首。应征歌曲要求以宣传

娄底的人文精神、风景名胜、风土人情及文化沉
淀为主要内容， 对娄底地域文化有着深刻的诠
释与独特的表达。同时，歌颂娄底三个文明建设
所取得的巨大成果，歌颂娄底人民在建设“幸福
娄底” 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豪情壮志与辉煌成
就，充分反映娄底人昂扬自信、奋发有为的精神
风貌。歌曲形式可独唱、重唱，也可小组唱、合
唱。作品截止时间为2013年６月30日。

参赛作品将通过专家和群众的综合评
审。整个评选分初评、复评、终评三个阶段。终
评评选出的优秀作品， 大赛组委会将重新录
音制作，上传到全国各大音乐网站，并在娄底
广播电视台各频道播映，设置短信投票平台，
在广泛征求听众意见的基础上评出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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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12月24日讯 （记者 唐爱平）
每吨处理后的污泥相当于1/2～1/3吨原
煤， 用来发电， 其热值可达1500～2000
千卡/公斤， 彻底实现了污泥的无害化
处置和资源利用。 这项 “可控湿法氧
化聚沉法处理污水厂污泥新技术”， 通
过工业化示范实验后， 已经在长沙金
霞污水处理厂投入使用， 运行状态良
好。

近年来， 我国污水处理产业得到
快速发展。 污水处理能力及处理率增
长迅速， 同时也带来了污泥产量的增

加。 据统计 ， 2011年 ， 我省污泥产量
达 53.3万吨 ， 同比增长 16.2% ， 绝大
多数污泥未得到妥善处理处置， 而是
直接倾倒入垃圾填埋场或就地填埋 ，
引起严重的二次污染。 污泥处理处置
作为污水处理的重要环节， 已经受到
高度关注。 目前， 省内多数垃圾填埋
场开始执行国家规定， 拒收未经固化
处理的污泥 ， 污泥去向问题亟待解
决 。

根据规划， 我省将加速污泥处理
及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进程 , “十二五 ”

期间将开展试点示范工作， 推广污泥
深度脱水、 水泥窑协同处置或焚烧发
电等技术， 组织生活垃圾、 污泥焚烧
处理项目建设， 鼓励长株潭试验区内
有条件的地级市建成污泥集中处理处
置设施， 并鼓励有条件的市、 县采用
焚烧发电处理技术， 或以焚烧为主的
综合处理工艺、 拥有国家专利的先进
水泥窑协同处置技术 ， 处理生活垃
圾 ,建成污泥集中处理处置设施 ， 新
建污泥处理处置规模 24.9万 吨 （干
泥） /年。

与此同时， 我省将鼓励部分地级
市采用焚烧发电处理技术解决生活垃
圾处理， 2015年底 ， 焚烧处理能力达
到8100吨/日， 总投资40.5亿元。

我省还将加强技术支撑 ,推动污泥
处理处置、 垃圾分类收集、 分类运输、
分类处理等重大技术的研发， 筛选技
术先进、 经济适用、 环境友好的工艺
流程和处理路线在试验区范围内进行
推广。 开展污泥处理处置、 生活垃圾
分类收集处理等应用示范工程， 促进
先进实用技术的推广应用。

社会各界爱心单位、爱心人士：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 “支持

发展慈善事业 ”，“开创社会和
谐人人有责、 和谐社会人人共
享的生动局面”。当我们沐浴着
改革开放的春风， 享受着经济
社会发展的成果时， 请不要忘
记我省还有众多孤寡病残和特
殊变故导致家庭困难的人们 ，
他们渴望求助的双手， 企盼援
救的目光， 在呼唤着人间的真
情， 他们是我们社会大家庭的
成员，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是我
们的父老乡亲， 帮助和抚慰他
们，既要靠党委、政府的高度重
视、加大投入，又要靠全社会积
极参与、奉献爱心，这是我们每
个人的义务， 是全社会的共同
责任。

为更好地帮扶社会困难群
众， 湖南省慈善总会决定倡导
开展2012年度“慈善一日捐”活
动。 募集社会慈善款物， 在元
旦 、春节期间慰问 、帮扶灾民 、
孤儿、 孤寡老人等特殊困难群
众。慰问、帮扶情况届时将予以

公布。为此，特向社会各界爱心
单位、爱心人士发出倡议，希望
你们伸出无私博爱之手， 加入
到 “慈善一日捐 ”活动中来 ！捐
出一日辛劳的收入， 奉献一日
节约的经费， 拿出一日经营的
利润。 慈善一日捐， 你我共携
手！爱心齐涌动，真情暖潇湘！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当你
捐赠时， 你付出的是爱心和真
情，收获的是快乐和尊敬；播下
的是善良感恩的种子， 带来的
是温暖困难群众的希望之光 。
点点滴滴， 聚沙成塔。 涓涓细
流 ，汇成江河 。捐赠不分多少 ，
善举不分先后， 让我们用真诚
和行动谱写“慈善”新的篇章。

户名 ： 湖南省慈善总会
开户行：中国银行东风路支行

账号：582057360949
地址：长沙市东风路276号

省民政厅内
联系电话：0731-84534860

84502285 84502283
湖南省慈善总会
2012年12月

� � � �本报12月24日讯 （记者 沙
兆华 ） 今天下午 ， 2012送温暖
献爱心 “慈善一日捐 ” 活动在
长沙举行启动仪式 。 老同志王
克英 、 谢康生 、 庞道沐 、 王汀
明 、 王振杰出席仪式并捐款 。
省民政厅机关干部职工为活动
注入了第一笔爱心款67820元。

从2006年起，我省统一组织

开展“慈善一日捐”活动，全省机
关、学校、部队、团体和企事业单
位捐出一日节约的办公经费，干
部职工捐出一日的工资，募集的
资金归口到全省各级慈善会，专
项用于救助困难群众 。 今年的
“慈善一日捐 ” 于2013年1月结
束，所募集的资金将在春节期间
用于帮扶困难群众。

� � � � 12月23日， 花垣县县城， 电力施工人员在紧张地架接高压电线。 今年， 该县对城区内的
电网进行改造， 确保安全、 正常供电。 龙恩泽 摄

� � � � 本报12月24日讯 （记者
张斌 通讯员 唐龙海 郭 吉
庆 ） 今天下午 ， 省检察院征
求各民主党派省委 、 省工商
联和无党派人士意见座谈会
在长沙召开 。 省委常委 、 省
委统战部部长李微微出席并
讲话 ， 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龚佳禾主持会议。

会上 ， 省检察院就全省
检察机关学习贯彻和积极适
应修改后刑诉法有关情况作
了专题汇报 。 自修改后的刑
诉法颁布以来 ， 我省检察机
关积极组织学习培训 ， 探索
开展了对羁押必要性审查 、
非法证据排除 、 出席庭前会
议 、 适用简易程序 、 出席二
审法庭 、 证人作证保障 、 未
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 、
刑事和解等专题试点工作 ，
取得良好成效。

党外人士认为，修改后刑
诉法坚持惩罚犯罪和保障人
权并重， 实体与程序并重，突
出 “尊重和保障人权 ”的价值
取向，这是法治建设不断向前
推进的具体体现。比照修改后
刑诉法的实施，全省检察机关
作了很多针对性的调研和试

点工作 ， 真正做到了未雨绸
缪 、敢于担当 。建议进一步抓
好学习培训，顺应修改后刑诉
法的宗旨进行理念上更新和
工作方式的改进，更好担负起
法律监督的职责。

李微微指出 ， 全省检察
机关要自觉站在国家法治建
设全局和检察事业发展的高
度 ， 充分认识刑诉法修改后
带来的执法环境的重大变化，
切实增强做好检察工作的责
任感和紧迫感 ； 要进一步加
强学习培训， 提高应对能力，
进一步健全各项办案工作机
制 ， 实现与修改后刑诉法的
“无缝对接 ”， 进一步加强协
调沟通 ， 确保修改后刑诉法
在我省顺利施行 ， 推动法治
湖南建设。

民革省委专职副主委段
桂生 、 民盟省委专职副主委
汤浊、 民建省委主委赖明勇、
民进省委专职副主委兼秘书
长汤泽培 、 农工党省委专职
副主委陈松岭 、 致公党省委
主委胡旭晟 、 九三学社省委
主委张大方 、 省工商联副主
席李曦和无党派代表人士甘
跃华等出席座谈会。

� � � �本报12月24日讯 （记者 苏
莉）今天，全国首家“为农民工讨
工资律师免费服务团”2012年度
专项法律服务在秦希燕联合律
师事务所启动。省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谢勇出席启动仪式。 据悉，
10年来该所已为1.6万多人次农
民工讨回2亿多元的工资。

据悉，秦希燕联合律师事务
所于2003年在全国成立首家“为
农 民 工 讨 工 资 律 师 免 费 服 务

团”， 每年开展为期两个月专项
免费服务活动，在全国各地为农
民工讨薪 ， 承办了一批来自北
京 、广东 、重庆 、江西 、湖北等省
市的在全国有影响的案件，有效
化解了社会矛盾 。今年 ，该所配
备40名律师及律师助理，拨出20
万元专项资金专门用于为农民
工讨工资。该所设立两部热线电
话 （0731—84150066、84155918）
随时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

� � � � 本报12月24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龙娟 ） 记者
从今天在长沙举行的省药品
流通行业协会年会上获悉 ，
在首届全国药品流通行业岗
位技能竞赛中 ， 湖南代表团
表现优异 ， 获得团体总分第
一名及多个单项奖第一名 。
副省长何报翔出席今天的年
会， 并对获奖选手进行表彰。

首届全国药品流通行业
岗位技能竞赛暨第二届全国
医药行业特有职业技能竞赛
由商务部主办 ， 总决赛于12
月 17日至 19日在北京举行 。
据省药品流通行业协会会长
谢子龙介绍 ， 由老百姓大药
房 、 养天和大药房 、 千金大
药房的24名选手组成的湖南
省代表团 ， 参加了医药商品
购销员、 中药调剂员、 店长、

药师4个岗位技能竞赛。 湖南
省代表团过关斩将 ， 获得团
体总分第一名 、 店长岗位团
体单项奖第一名 、 药师岗位
团体单项奖第一名的佳绩 ，
老百姓大药房的刘亚兰 、 瞿
月花凭借精湛的技艺分别获
得店长 、 药师个人单项比赛
的冠军。

何报翔充分肯定了省药
品流通行业协会为协调 、 推
动整个行业的健康良性发展
做出的成绩 。 他指出 ， 协会
要在行业统计 、 行业培训 、
行业自律 、 国际交流合作 、
维护企业合法权益等方面发
挥更大作用 ， 加快行业整合
步伐 ， 促进行业转型升级 ，
培育一批区域乃至全国性的
大型龙头企业 ， 提升行业整
体竞争力。

污泥处理成环保热点
“十二五”新建污泥处理处置设施年处理24.9万吨（干泥）

省检察院
听取党外人士意见

2012“慈善一日捐”启动

“慈善一日捐”倡议书

10年为1.6万余人次
免费讨薪2亿多元

律师服务团情系农民工

招募万辆自驾车 探秘神奇大梅山

娄底2013年
大梅山文化旅游年启动

� � � � （上接1版）
《实施办法》对本省户籍随迁子女参加高

考的报名条件也做了进一步的明确，即既可在
学籍所在地报考， 也可在户籍所在地报考。其
报考时，需提供相应的学籍或户籍证明材料。

省教育厅负责人表示， 我省是劳务输出
大省，加上本省高等教育学龄人口明显减少，
以及外省户籍随迁子女在湘参加高考的人数
不多，《实施办法》实施后，不会造成我省高等

教育资源的紧张。
由于2013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报名已经

结束，实施办法出台后，省教育厅要求，各地、
各有关部门要对满足条件的随迁子女予以补
报，做好衔接等服务工作，避免出现考生不能
及时报名参加高考的问题， 以确保过渡期随
迁子女的合法权益受到切实保障。

全国药品流通行业技能大比武

湖南代表团折桂而归

中国音协与娄底市政府联手

重奖征集“美丽娄底”原创歌曲
赵季平蔡力峰谭仲池出席启动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