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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7

邵阳市 小雨 2℃～6℃
湘潭市 多云转中雨 0℃～6℃

长沙市 今天，多云转小雨或雨夹雪，明天，
小到中等雨夹雪转阴天 北风2~3级 0℃～5℃
张家界 小雨转雨夹雪 0℃～3℃

岳阳市 多云转小到中雪 -1℃～3℃
常德市 雨夹雪转中到大雪-2℃～3℃
益阳市 阴转雨夹雪 -1℃～4℃

怀化市 阴转小雨 0℃～5℃
娄底市 阴转雨夹雪 -1℃～5℃
吉首市 小雨转雨夹雪 1℃～5℃

衡阳市 阴转小到中雨 0℃～5℃
郴州市 阴转小到中雨 0℃～6℃

本版责编 李军 版式编辑 刘岳 责任校对 胡永龙

株洲市 阴转雨夹雪 3℃～4℃
永州市 阴转小到中雨 0℃～6℃

２０12年12月28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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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讯 （记者 王晴
通讯员 刘立武 严非平 熊建华）“冬
种芥菜和油菜， 夏收南瓜， 长树又长
钱，还防血吸虫呢！”12月21日，正在林
间劳作的农民王迪钧谈起自己的800
亩血防抑螺林，喜不自禁。华容县采取
多种措施兴建的8万多亩血防抑螺林
取得了经济和生态效益的双丰收。

2006年，华容县被纳入国家“兴林
抑螺”试验示范点。所谓“兴林抑螺”，
即通过改变血吸虫寄生的钉螺的孳生
环境， 来阻止预防血吸虫病的发生和
蔓延， 是控制血吸虫病流行的一项治
本之策。 该县通过争取国家投资和民
间资本， 共投入4200万元，6年时间在
湖洲河滩等有螺地带营造血防林8.47

万亩。 为了充分调动和保护农民兴建
抑螺林的积极性， 该县大力引导农民
发展林下经济， 先后推广了林菜 、林
粮、林油等间作模式和林地养殖。2006
年以来 ， 全县林下间种面积达3.7万
亩，林下养殖也蓬勃开展。

该县血防抑螺林的建设， 使血吸
虫病人群感染率由2006年的1.17%下

降到0.94%， 家畜感染率由3.67%下降
到1.66%。 抑螺林也成为了名副其实
的 “致富林”， 林下经济一年收入超
过8000万元， 加上木材， 一年收入不
少于1亿元。 同时， 造林灭螺避免了
药物灭螺所引起的化学污染， 保护了
水生动植物的生长， 还促进了农田稳
产高产。

本报12月27日讯 （记者 李光华
通讯员 王小娟）日前，国家发改委发
布了国家资源综合利用“双百工程”首
批示范基地和骨干企业名单， 湘潭高
新区榜上有名。 该园成为全国首批24
个示范基地之一。

今年3月，国家发改委下发了 《关
于开展资源综合利用“双百工程”建设
的通知》，提出在“十二五”期内，在全

国重点扶持和培育100个资源综合利
用示范基地和100家资源综合利用骨
干企业。 湘潭高新区依托湖南恒宇建
材有限公司、 湘潭市潭州水泥有限公
司、泰山石膏（湘潭）公司等12家资源
综合利用骨干企业，加大技改力度，对
粉煤灰、 冶炼渣、 尾矿等进行综合利
用，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化利用率达到
77.9%，资源综合利用今年可获得产值

30亿元。
站在新的起点上， 该区决定依托

优势技术创新平台， 以提高综合利用
率为核心 ， 以重点工程为着力
点 ，加强技术研发和推广 ，完善
政策措施和管理机制，全力推进
工业固体废物的综合利用，带动
资源综合利用水平的全面提升。
力争在“十二五”期内，新建资源

综合利用产业化项目12个， 公共支撑
平台5个， 使资源综合利用率提高到
95%，污染物排放达标率达到100%。

本报记者 李文峰

“我们的未来在希望的田野
上……”近日，在106国道醴陵市泗
汾镇枧上村路口，一群村民欢快地
唱着歌 ，他们身上披着的 “富贵兵
团”红马褂很显眼。

原来， 枧上村党支部书记巫伟
明把跟他一起发家致富的乡亲们叫
做“富贵兵团”，寓意“实现小康路上
共致富，贵在效法兵团齐发力”。

巫伟明今年37岁。6年前， 他放
弃外地房产开发投资项目， 回乡创
办明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开设远
程教育站点， 带领1500多村民走出
了一条生态、 立体种养发家致富之
路。村民们称他是“富贵兵团”团长。

在路口唱歌的村民 ，都是 “富
贵兵团 ”的 “兵 ”，他们正等着公司
专车接去参加例行远程教育轮训。
记者跟着车队， 来到距路口2公里
处一个叫快活岭的地方，明阳公司
就设在这里。这里方圆700亩大山，
山上15栋生猪养殖标准厂房一字
排开，可年出栏生猪1万多头。向阳
边坡上， 矗立着一个体积300立方
米的巨型沼气池，四周果林菜圃随
山就势蔓延。

远程教育站点设在绿树掩映
的明阳公司办公楼， 可容纳100多
人听课。 室内正方墙壁上挂着3个

高清晰电视显示屏，正在播放醴陵
成功人士讲述其创业历程的视频
短片 。巫伟明站在一边 ，用欣赏的
眼光瞧着痴迷其中的“兵”们。见到
记者，他感叹 ，提高父老乡亲致富
能力 ，学习很重要 ！远教站点按照
“常态化、实用化、特色化”要求，已
初步建立起分层次、多形式培训模
式，每月至少组织2次常规化学习、
8次个性化学习。

据了解，巫伟明年幼时失去双
亲，年少时搏击商海，靠不断学习，
获得成功 。他回村办公司 ，搞工厂
化生猪养殖 ， 带动全村养猪 “改
圈”，摸索出用沼液发展“一年两季
菜秧一季瓜 ”的绿色经济 ，为村民
年增收200多万元。 枧上村被评为
全国十佳魅力新村、省“种三产四”
丰产工程示范片、 省卫生村等，巫
伟明也被选为醴陵市人大代表。

现在，巫伟明还经常到外地学
习研修。 他说：“我要用我之所学，
带动大家都来学习，共同致富。”

本报 12月 27日 讯 （记 者
周怀立 通讯员 敖明山）12月26
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及相关
部门 、单位负责人 、专家来到株
洲市 ，对《株洲市创建健康城市
行动纲要 （2012-2020年 ）》进行
评审，并对该《纲要》给予很高评
价 。据悉 ，株洲市是我省第一个
创建“健康城市”的市州。

该 《纲要 》是株洲市委托北
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编制的，并
得到国家卫生部部长陈竺的指
导 。《纲要 》提出 ，通过开展健康
环境、 健康饮食、 控烟等8大行
动 ，探索具有株洲特色的 “健康
城市 ”创建模式 ，营造健康文化
氛围 ，提高居民健康素养 ，全面
提升株洲人民生活质量和健康
水平 ，建设国家 “健康城市 ”，打
造“健康活力株洲”。

《纲要 》提出 ，到2015年 ，株

洲市要形成健康城市发展机制，
建立健全健康城市发展公共政
策， 使社会健康意识明显增强，
居民精神面貌明显改善，健康素
养明显提高，主要疾病负担有所
减轻 ， 株洲城区建设成为国家
“健康城市 ”。到2020年 ，建成理
念先进 、模式有效 、引领发展的
株洲健康模式；人民健康水平进
一步提高；“健康城市”行动延伸
到县域。

评审会上， 大家一致认为，
株洲创建 “健康城市 ”很好地结
合了世情、国情、市情。《纲要》全
面系统， 指标体系科学完善，任
务行动具体明确，保障措施完善
有力 ，实现了高起点 、高标准编
制原则。 建议加强监测评估、信
息系统等方面建设，将行动纲要
转化为具体实施措施 ， 为国家
“健康城市”创建标准提供依据。

湘潭整治
农村生活垃圾

本报12月27日讯（记者 彭彭 通讯员 何宇）
10个垃圾整治示范村，每家门口放置一个无机
垃圾桶和一个有机垃圾桶，群众逐步养成不乱
扔、自觉分拣生活垃圾的习惯。新建配套户用
垃圾桶5372个，户外垃圾桶911套、垃圾池417
个、垃圾中转站10座、人力垃圾车36台……湘
潭市自2012年4月启动农村生活垃圾整治示范
村建设工作以来，农村卫生环境明显改善。

湘潭市将创建农村生活垃圾整治示范村
工程列入对县（市、区）政府的考核评价体系，
并成立了市农村生活垃圾整治示范村创建工
作领导小组，县、乡镇（街道）、村3级也都成立
了相应机构。 全年累计投入资金858万元，初
步建立了“市级扶持、县级为主、镇村共担”的
农村垃圾整治经费保障机制。

目前，10个示范村已配备保洁员44名，大部
分保洁员都是农村低保户， 吃苦耐劳且责任心
强。 示范村里建立了农户门前三包和卫生检查
评比制度，每个季度检查评比一次，授予奖状。
同时， 各家的卫生评比结果也在村口的公告栏
上公示。自从开展整治工作以来，各示范村面貌
焕然一新，垃圾有专人管了，卫生习惯变好了。

岳阳楼区培训
驻区市人大代表
本报12月27日讯（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张跃进 徐佳）日前，岳阳楼区举办驻区岳阳
市第七届人大代表培训班， 区人大郑重宣布
了“五个严禁、十七个不准、五个一律”的纪律
要求。每位人大代表提交了履职承诺书。

为促进代表正确积极履职， 该区人大组
织他们学习了《代表法》、《监督法》；区人大常
委会主任贺景福就正确认识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依法履行代表职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确保换届选举成功，作了专题讲座。第十一届
省人大代表易大盛、余缨做履职经验介绍；新
当选市人大代表袁俊、何国祥、伍玉龙等作了
表态发言，表示要为民代言，献计献策，为选
民多办民生实事。

本报12月27日讯 （记者 周勇军
李寒露 通讯员 孙冰冰） 日前，常
德市武陵区地税局干部董国清一
上班，就上电脑打开内部行政权力
网上运行系统， 对 “待办事项”中
“长沙客人网上发票举报”一事，点
击“办结”。

原来 ， 11月底 ， 长沙一位客
人到常德城东宾馆住宿取得发票
后 ， 发现该发票系废旧发票 ， 随
即向地税部门举报 。 董国清接到
举报后 ， 立即调查核实 ， 对宾馆

进行了处理 ， 并通过快递将新发
票寄给客人。

今年来， 常德市地税局坚持以
“制度+科技+文化” 为反腐倡廉工
作方式， 强化信息管税和述廉测评
网站内外两个平台， 不断建立健全
廉政文化教育机制、 两权监督制约
机制、行风作风建设机制、责任追究
惩戒机制，使税收执法更加规范，工
作效能明显提升。至12月10日，该局
已组织入库各项收入65.8亿元 ，占
年计划的94.5%，同比增长17.6%。

8万亩抑螺林成生态致富林

入选国家资源综合利用基地湘潭高新区

华 容
“富贵兵团”团长

常德地税反腐倡廉提升效能

株洲率先创建“健康城市”
� 12月27日，湘潭市雨湖区地税局办
税员在为纳税人讲解下岗再就业税收
优惠政策。近年来，该局为下岗职工、返
乡农民工开设了办税绿色通道，帮助他
们实现自主就业。 本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喻志光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