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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小雷

省博物馆存放着数以千计的汉
墓出土文物，特别是有“千年美女”之
称的“辛追夫人 ”更是闻名遐迩 。 从
1989年起，武警长沙市支队九中队就
进驻这里担负起警卫任务。

近日 ，记者走进该中队 ，恰逢官
兵们正冒着严寒苦练军姿。 中队指导
员陈孟军说 ：“为了守卫好这些价值
连城的 ‘国宝’， 我们训练时毫不含
糊。 ”除了练就过硬的军事技能外，官
兵们还要苦练过硬的 “看家本领 ”
———熟悉掌握馆内文物存放情况。 展
厅有多少组文物 ？ 每个展柜有多少

件？ 哪件文物在什么位置陈列？ 战士
们必须了如指掌，才具备上哨资格。

保护文物安全， 是官兵们的首要
任务。 针对犯罪分子破坏盗窃文物、恐
怖分子冲击博物馆等， 九中队精心设
置了《处置突发事件总体方案》。 去年8
月的一天， 一名不法分子翻越围墙窜
入博物馆，蓄意破坏文物，巡逻哨兵发
现情况后迅速报告情况， 中队官兵兵
分3路对博物馆进行封控，仅用15分钟
便将不法分子抓获。

在省博物馆改扩建封馆期间，该中
队没有放松一点警戒， 更是兢兢业业、

不辱使命。 “博物馆侧门有人遗弃不明
物体，请九中队协助处置！ ”今年10月20
日下午， 正在开展文体活动的中队官
兵， 突然接到省博物馆保卫科紧急电
话，请求协助处理突发事件。 中队迅速
启动预案， 两分钟不到便赶到事发地
点，成功排查不明物体。 中队长熊振告
诉记者，协助博物馆完成类似的情况处
置，中队有预案、有演练、有制度规定。

20多年来，九中队官兵共参与处
置险情20余起，抓获偷盗破坏文物的
违法犯罪嫌疑人7人， 并参与押送文
物异地参展等勤务20余起。

本报12月27日讯 （记者 张斌
通讯员 章雪） 今天， 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
审理省公安厅原副厅级干部黄桂生
徇私枉法、 受贿一案。

黄桂生， 男， 1955年出生， 天
津市人。 省人民检察院指控： 被告
人黄桂生身为司法工作人员， 故意
包庇明知涉嫌容留他人吸毒犯罪的
人不受追诉， 情节严重； 2002年至
2009年期间， 其利用担任株洲市公
安局党组书记、 局长， 湘潭市公安
局党组书记、 局长的职务之便， 在
项目建设、 案件处理、 人事调整等
事项中为他人谋取利益， 单独或者
伙同其妻 （另案处理） 共同收受多
人贿赂， 折合人民币共计392.7万
元， 其中单独收受377.7万元， 与其
妻共同收受15万元。

该案将择期宣判。

涉嫌徇私枉法、受贿

省公安厅原副厅级干部
黄桂生受审

“千年美女”守护神

本报12月27日讯（记者 黄纯芳）记
者今天从省交警总队高速公路管理支
队获悉，针对近期冰雪天气，我省高速
警察积极采取相应的应急管理预案，
全省高速交通运行情况整体平稳。

高速交警提醒，恶劣天气下驾驶
员应谨慎驾驶，车速不宜过快，出发
前可以拨打12122报警服务电话或者
登录湖南高速警察官方微博及时查
看路况。

高速交警积极应对冰雪天气

12月27日，救护队员在进行呼吸器装备演练。 花垣县最近成立矿山救护
队，主要担负矿山安全事故的紧急救护工作。 救护队员通过理论学习和实践
演练，经国家相关部门考试合格后，将正式加入矿山救护工作。 龙恩泽 摄

本报12月27日讯 （记者 王晴 通
讯员 刘立武 严非平）12月25日，华容
县护城乡中学新建的教学楼落成，岳
阳市明辉房地产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明
山将象征教学楼所有权的金钥匙交给
校长罗卫平， 这标志着由他本次捐赠
420万元的教学大楼正式交付使用。

杨明山是华容县护城乡田家湖

人。去年，杨明山回到母校护城中学，
发现每个教室的过道都摆满了课桌，
学生挤在陈旧狭小的校舍读书时，当
场决定全额赞助新建一座教学楼。该
教学楼于今年6月奠基，12月中旬竣
工， 总建筑面积3800平方米。 据悉，
2008年以来，杨明山共为护城中学捐
资助教资金达6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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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邓晶琎 陶海音

我省12月集中通车的15条高速公
路中，南岳、宁道、衡桂、桂武、汝郴、郴
宁、永蓝等7条高速处于大湘南地区的
衡阳、永州和郴州3地。 这7条高速公路
的开通，犹如7台高速马达，为大湘南
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加速”。

郴永两地东西方向
首次通高速

在宁远县从事货运的朱云志这
几天乐开了花。 “我现在去郴州送货
只需要1个多小时，比原来省了2个多
小时，每天的业务量也增加了！ ”

让朱云志如此兴奋的是23日通
车的郴宁高速公路。 宁远这座湘南名
城首次通了高速公路，与外界的联系
因此“加速”。

郴宁高速与12月通车的汝郴高
速、宁道高速，一起构成了厦 （门 ）蓉
（成都）高速在湖南境内的全段。 除了
汝郴高速赤石特大桥仍在施工以外，
这3条高速的主线已经贯通， 由此结
束了郴州、永州没有东西方向高速公
路的历史。

已经通车的厦蓉高速湖南段，加
上本月通车的衡桂、 桂武两条京港澳

复线在湖南境内的重要两段， 以及二
（连浩特）广（州）高速永蓝线，此次“大
通车”在湘南地区写下了一横两纵共3
条国家级“大动脉”的重要路段！郴州的
汝城、嘉禾和临武，永州的新田、蓝山、
宁远和双牌等7县首次通了高速公路。

随着厦蓉高速、京港澳复线在郴
州段的贯通， 加上已有的京广铁路、
武广铁路客运专线 、106国道 、107国
道以及相互连接的各省道，郴州已经
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立体交通格局，其
区域交通中心的优势将更为明显。 宁
道、永蓝高速，加上已有的道贺、邵永
高速，将使永州彻底改变与广东位置
相近但交通阻隔的尴尬局面，加快融
入珠江三经济圈步伐。

南岳旅游
有望年均增长20%

我省著名旅游胜地南岳有 “八
怪 ”，其中一 “怪 ”是 ：“南岳人 ，不种
田，赶个八月吃3年。 ”意指在南岳，农
历八月为游客进香最旺之际，旅游收
入最为丰厚。

“南岳高速通车后 ，南岳人不只
是‘赶八月’了，因为12个月都会这样
好！ ”南岳镇谭家桥村村委委员谭长
孝笑着说。

南岳高速是我省第一条直达景区
的高速公路。 通车后，从衡阳到南岳将
从以前的50分钟缩至15分钟；从长沙去
南岳，无需经过107国道，从京港澳高
速直接转南岳高速即可，可省20分钟。

目前，衡阳境内已拥有京港澳及
其复线、衡炎、衡大等多条高速公路，
形成了“井字形”高速网络。 这张“大
网”可将南岳、炎帝陵、桃源洞 、井冈
山等高品位的旅游资源“一网打尽”，
构筑一条全新精品旅游线路。 南岳旅
游“井喷”之势指日可待。

南岳区宣传部长周精华对南岳
旅游前景非常乐观：“可以预计，南岳
旅游热将不断升温，游客量有望以年
均20%的速度增长。 ”

湘南的多条旅游线路，皆有望因
高速而热闹起来。

永州确定的 “一城一山六精品”
旅游战略中，就有“一山（九嶷山）”和
“三精品 (舜皇山 、浯溪碑林 、濂溪故
里)”分布在宁道高速沿线。 汝郴高速
通车后，长沙人到郴州汝城泡温泉只
需4小时，比以前缩短了3个小时。

湘南承接产业转移
交通“瓶颈”突破

一条条高速公路的通车 ， 突破

了湘南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交通
“瓶颈”。

据了解 ， 郴州目前外资的区域
投向集中分布在郴资桂城市群及京
港澳高速沿线 。 作为在郴州境内唯
一一条连通东西的高速 ， 厦蓉高速
与多条南北方向高速公路和铁路贯
通， 这条 “大动脉 ” 的通车让郴州
的外资投向区域可向东西方向延伸，
由此扩大了招商引资的区域 ， 可促
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宁道高速把过去交通闭塞的蓝
山 、 新田 、 宁远 、 道县 4县连成一
线 。 永州市因势利导 ， 着力建设
“蓝宁道新加工贸易走廊”， 欲借这4
县邻近粤港澳和东盟的区位优势 ，
打造湖南乃至中部地区承接产业转
移的示范基地。

目前 ， “蓝宁道新加工贸易走
廊” 已拥有进出口达100万美元以上
的规模加工企业135家。

永州市委书记张硕辅对此分析：
“宁道高速建成后， 将有力提升永州
在对外开放和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战
略地位 ， 对永州承接产业转移 ， 开
发宁远 、 道县的旅游资源推动科学
发展， 实现富民强市发挥极其重要
的作用。”

本报12月27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杨辉柏 吕高安 江钻） 为应
对我省近期持续出现的雨雪等恶劣
天气，避免其给高速公路通行带来的
影响，全省高速公路系统连日来紧急
动员，全力应对，采取多项措施，确保
高速公路安全畅通。

据省高速公路管理局介绍，省高
管局紧急动员全省高速公路系统干
部职工，启动应急预案，全力投入恶

劣天气高速公路服务保障工作。全省
高速公路各收费站口、高速公路可变
情报板及时更新发布路况信息；各养
护部门迅速开展各种防滑防冻措施，
除雪清障，确保畅通；高速路政坚持
24小时巡逻，增加巡查力度和密度。

省高管局提醒广大司乘人员，12
月23日我省集中新通车的15条高速
公路，目前车流量较小，司乘人员可
选择新路线通行。

本报12月27日讯 （记者 蒋剑平
戴勤 通讯员 马永忠 杨坚 ）12月26
日，全线长117.35公里的邵（邵阳县）
新（新宁县）公路全线贯通，为世界自
然遗产地新宁崀山打开了一条便捷
的旅游通道。 从邵阳市区乘车到新
宁，过去绕行武冈市区约需3个小时，
现在缩短至1个半小时左右。

邵新公路是邵阳市通往世界自
然遗产地新宁崀山的一条重要旅游
通道，也是邵阳县、新宁县通向外界
的主要通道。起于邵阳县塘渡口镇江

边村， 经邵阳县和新宁县11个乡镇，
止于新宁县崀山镇塔子寨 ， 全长
117.35公里。 塘渡口至新宁崀山大道
按二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为80
公里。

邵新公路建成通车后，对于促进
沿线经济发展、 加快崀山旅游开发、
加强邵阳与广西的联系与交流等，具
有重要意义。 长株潭、邵阳和永州的
游客乘车从邵永高速邵阳县白仓出
口进入邵新公路，约用60分钟，即可
到达崀山。

本报12月27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王红艳） 省卫生厅今天召开
新闻通气会，通报2012年全省城乡环
境整洁行动考评情况，浏阳市等10个
县市区被评为十佳县市区，新邵县等
18个县市区被评为三类县市区。

今年6至11月，我省爱国卫生运动
委员会组织对全省106个县市区的城
乡环境卫生整洁行动工作进行了暗访
考评。 按考评得分高低分类排名，浏阳
市、望城区、醴陵市、辰溪县、宁乡县、

宁远县、韶山市、湘阴县、双峰县、嘉禾
县位列前十名， 被评为2012年度全省
城乡环境卫生十佳县市区。

暗访过程中发现 ，衡山县 、耒阳
市、新宁县、邵东县、沅江市、城步县、
永顺县 、会同县 、中方县 、邵阳县 、洪

江市、南县、靖州县、安化县、凤凰县、
保靖县 、芷江县 、新邵县等18个县市
区城乡环境卫生整体状况较差，垃圾
乱扔乱倒现象十分突出，城乡环境状
况没有根本改善 ， 被评为三类县市
区，并向全省各市州爱卫会通报。

大湘南“驶”上新高速
———写在全省15条高速公路集中通车之际（三）

本报12月27日讯（记者 陶小爱
通讯员 黄春元）今天上午，记者从
长沙市政府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沩山风景名胜区获国务院正
式批准， 成为第8批国家级风景名
胜区，也是长沙市继岳麓山之后的
第2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2005年设立的沩山风景名胜
区距宁乡县城40公里，距长沙市58
公里 ，是长沙市 “一带三圈 ”旅游
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宁乡
旅游的龙头景区，规划面积为190
平方公里。 沩山风景名胜区集礼
佛、度假、休闲、探险于一体，分为
密印寺景区 、 炭河里·青羊湖景
区 、三关门景区 、千佛景区等4大
景区。

沩山风景名胜区具有深厚人
文底蕴和秀丽的风景资源， 景区
内现有4A级景点1处 ，3A级景点2
处，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处，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1处。

本报记者 张湘河
通讯员 张军 彭燚

12月26日，尽管窗外已是滴水成
冰，但龙山县人民医院内的妇产科病
房内却是暖意融融，女儿在此待产的
李妈妈发现输液的用药费用比前一
天便宜了近15元。她到护士站找出25
日的用药账单仔细比对，发现用药没
有变化， 但25日的总价是98元，26日
却变成了83.2元。

“今天是我县县级公立医院改革
第一天，按照要求，医院取消药品中
的加价，实行零差率销售，进什么价
卖什么价。我们医院的医药销售平台
从凌晨就升级了，今天所有患者用药
都比昨天便宜。 ”龙山县人民医院院
长贾琳这样对记者解释。 记者了解
到，从12月26日起，龙山县人民医院、
中医院、妇保院三所县级公立医院都
将对药品按照实际进价零差率销
售。

高三学生小王近段时间腹部老是
疼痛，26日上午便在爸爸的陪伴下到
人民医院就诊。遵医嘱，小王需要做彩
超，进一步确诊病情。 拿着缴费单，王
爸爸去缴费室缴纳了80元检查费。“叔
叔， 今天是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第

一天，按照要求，大型设备检查费用降
价20%，仅这一项你就少花了20元。”收
费人员亲切地履行告知义务。 王爸爸
开心地说：“降价好，减轻病人的负担，
我拍手欢迎。 ”

“县级公立医院药品由省集中招
标采购，实行零差率销售，药价将大
幅下降；降低大型设备检查、治疗费
用，群众会得到更多实惠。 ”人民医院
一位医生这样说。

在县妇保院，退休职工毛女士入
院，护士为她提供了精心护理。 该院
护理部负责人告诉记者，“本次医改
虽然提高了护理费用，但这些费用都
已经纳入了医保的报销范围，并没有
增加病人的实际负担，对此患者普遍
还是表示理解。 ”

卫生局医改办的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 本次综合改革的核心内容为
“一减两调一补”，即实现减少药品费
用，所有药品（中药饮片除外）实行零
差率销售；调整医疗服务价格和医疗
保险政策；适当增加财政对公立医院
改革的投入。 县卫生局长彭南卫说，
“实施综合改革后， 县级公立医院变
传统‘以药养医’为‘以技养医’， 而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让全县特别是老
百姓都能看得起病！ ”

邵新公路全线贯通

山旅游有了便捷新通道

确保高速公路安全畅通
建议选择新通车路线出行

让老百姓都能看得起病
———龙山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首日侧记

本报12月27日讯 （记者 彭业忠
通讯员 陈生真）12月26日晚的一场
雪，让武陵山上成了白色。 记者于今
天上午从吉首城出发，通过吉茶高速
公路前去矮寨特大悬索桥采访。

10时10分，正式进入高速公路。 高
速公路两边的路肩上， 积雪也越积越
多越厚，并慢慢出现了冰；路上的电子
显示屏上也有对司机的提醒———“冰
雪天气，小心慢行”。 10时25分，到达矮
寨特大悬索桥上。 只见桥上积雪更多，

冰更厚，桥上的灯全部打开了，但由于
雾气太浓太重， 从桥上无法看到两边
的山峰，看不到下面的峡谷与古镇。 记
者看到， 从峒河岸向茶峒岸行驶的这
幅桥面，高速交警已用警示礅，将两边
雪多的桥面隔开， 汽车只准从中间无
雪的桥面行驶。 而另一幅桥面，则有五
六名路政人员和一台扫雪车在紧张地
工作着。 过往车辆均减速慢行，但畅通
无阻。 矮寨特大悬索桥，经受住了开通
以来第一场冰雪的考验。

矮寨大桥经历第一场冰雪考验

沩山获批第8批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我省暗访106个县市区环境卫生

18个县市“脏乱差”被通报

12月27日，溆浦县龙潭镇金厂村屋檐上的冰挂。 由于冷空气来袭，怀化雪峰山区一带气温降至零摄氏度以下。 舒晡 摄

杨明山捐资600万元助教
� � � � （上接1版）

洞口县委副书记 、 县长肖拥军
任现职已有4年， 虽然在党政正职调
整中没有被提任为县委书记， 但他
保持平和心态 ， 积极配合新任县委
书记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在领
导班子民主生活会上 ， 他说 ： “知
足让我快乐 ， 感恩让我幸福 ， 爱岗
敬业让我充实。”

6月下旬至7月上旬 ， 邵阳市各
级党组织结合 “扪心三问”， 召开民
主生活会 ， 认真查找突出问题 ， 并
结合实际提出了不少提振精神 、 凝
聚力量、 加快发展的具体措施。

谈心谈话，巧解思想疙瘩

“我以前希望能留在乡镇提拔当
党政正职 ， 没想到被调到机关任副
职，心里有些不满 ，还多次去找领导
说情。” 在邵东县乡镇多年担任副镇
长的李明敏在领导约他谈心、他找领
导谈心共12次后 ， 心态恢复理性平
和，一心扑在工作上。

今年4月， 为推动心态教育的开
展，邵阳市委组织部专门出台关于建
立领导干部谈心谈话制度的意见，要
求上级与下级谈、主要领导与班子成
员谈、同事与同事谈，加强沟通，增进

了解，释放压力，融洽感情。据初步统
计 ， 全市已开展谈心交流9800多人
次 ，初步查找问题1000多个 ，为干部
解决困难900多个。

邵东县采取 “走出去 ”和 “请进
来”的方式 ，县领导主动约谈各部门
党政负责人，领导干部主动接受广大
党员干部、群众约谈。至10月底，县委
组织部共主动约谈干部3467人次，其
中党政正职269人次；接受党员、群众
约谈共1633人次，电话约谈741人次，
收到来信183件， 建立谈话档案1679
份。

谈起干部谈心谈话，隆回县委组
织部副部长李梦昭动情地说 ：“这是
最好的心灵润滑剂。 通过谈心谈话，
广大干部敞开了心扉， 解开了心结，
温暖了心窝。”

身边典型，教育身边的人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用身边典
型教育身边干部，是邵阳市搞好心态
教育的又一举措 。5月2日至20日 ，该
市广泛发动党员干部和群众在熟悉
的人中推荐可敬、可亲、可学、可信的
“知足感恩、爱岗敬业”干部典型 。经
各级各部门推荐，市委心态教育活动
办研究，择优评选出知足感恩 、爱岗

敬业、心态健康的优秀干部50名。
自6月始，邵阳市在当地主要媒体

和心态教育活动简报上统一开辟 “知
足感恩、爱岗敬业”专栏，通过人物通
讯、群众来信、采访手记等形式，连续6
个月，每周集中宣传报道2个先进典型。

7月，邵阳市精挑细选出4名资历
老、贡献大、口碑好、心态健康的干部
组成巡回演讲报告团，各县、市、区也
挑选出共计21名在职领导干部，在当
地与巡回演讲报告团同台演讲，先后
举行了10场报告会， 各地1万多名干
部聆听了报告。各县市区与市教育系
统还分别在各乡镇及相关单位，举行
了巡回演讲报告会。

“化虚为实”，干事热情高涨

从“扪心三问”自我反思到举办专
题民主生活会、开展谈心谈话活动，再
到举办巡回演讲报告及征文比赛等，
心态教育抓住了广大干部的心， 产生
了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效果。

在邵东黄陂桥乡，全乡干部主动
“白+黑”、“5+2”工作，因交通事故手
受了伤的副乡长尹志敏也不肯 “闲
着”。 乡文化站站长佘晓俊说：“参加
工作20多年，今年做的事最多 ，根本
没空照顾家庭。但我很乐意 ，从未叫

过苦。”短短半年，全乡共完成生态产
业园征地3000亩 、移坟3000座 ，做到
了无越级上访 、无群体性事件 、无强
制性拆迁。

心态教育提振了广大干部干事
创业的精气神 。现在邵阳大地 ，处处
涌动着干事创业的激情。邵阳进入了
前所未有的加快发展黄金期。主要表
现在 “三多 ”，即上级领导支持多 ，重
大项目开工多， 来邵投资老板多。今
年1至7月，全市财政总收入同比增长
26.88%，增幅居全省第一。

邵阳市委组织部的同志高兴地
告诉记者，今年是市、县两级人大、政
府、政协换届之年 ，但邵阳没有出现
拉选票 、请客送礼等情况，没有发现
打压他人 、抬高自己的行为 ，呈现出
“进”者奋发有为、“退 ”者心情愉悦 、
“留”者意志不衰、“转”者迎接新挑战
的良好局面。全市所辖武冈、隆回、新
邵等县市区委组织部门收到的“进城
报告”等，较往年减少了80%。

邵阳市委书记郭光文说， 心态教
育注重人的自我反思、自我引导、自我
教育、 自我疏导。 在现代社会不断转
型、干部思想日趋多元之时，心态建设
的探索实践为思想工作创造了一个崭
新的载体，找准了一个恰当的切入点，
提供了一条“化虚为实”的可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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