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邵阳市 阴转小雨 8℃～10℃
湘潭市 小雨转阴 5℃～9℃

张家界 阴转多云 7℃～12℃
吉首市 小雨转多云 7℃～11℃
岳阳市 小雨转阴 4℃～8℃

常德市 小雨转阴 5℃～9℃
益阳市 小雨转阴 5℃～9℃

怀化市 小雨转阴 8℃～10℃
娄底市 小雨转阴 6℃～9℃

衡阳市 阵雨 9℃～11℃
郴州市 小到中雨 12℃～18℃

市州新闻

株洲市 小雨 6℃～9℃
永州市 小雨 11℃～14℃

5
长沙市
今天到明天，阴天有小雨
北风 ２~3 级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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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月4日讯 （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
员 田敏 邓军）“以前很羡慕城里有市民广
场可以做健身操、打太极拳，现在我们托口
也有一个环境优美的市民广场了。 ”2月4日，
洪江市托口镇建设街居民龙爱英高兴地告
诉记者，去年底，由株洲市政府无偿援建的
托口镇市民广场竣工后，丰富了当地移民的
精神文化生活。

托口水电站属国家重点工程建设项目，

是我省目前在建的最大水电站，库区涉及怀
化洪江、会同、芷江的7个乡镇，需移民3万多
人。2009年7月，该项目被省政府纳入全省对
口支援重点项目。 为积极配合全省对口支援
托口库区移民工作，怀化市、县（市）、乡镇三
级分别成立了专门的领导小组，市委书记李
亿龙、 市长李晖等市领导多次实地调研，专
题研究部署相关工作，并赴省直部门和13个
市州进行衔接。 3年多来，全省共为托口库区

移民组织捐赠对口支援资金2亿余元， 实施
对口支援项目98个。

同时， 怀化市积极组织市内自援工作，市
财政安排专项资金，怀化市直各部门、在怀企
事业单位和所属各县（市、区）积极开展对口支
援。 市发改、财政、经信、国土等部门和单位主
动配合受援县市、乡镇，精心开发、筛选和包装
受援项目，确保每个项目有效实施。 还引进外
来资金合作开发相关项目， 目前已到位资金

2000万元，增强了库区的“造血功能”。
对口支援工作有力推动了托口水电站

工程建设，促进了库区移民安置、经济发展
和社会稳定。 目前，对口支援单位为托口水
电站库区兴建了一座汽车站，新修了37条村
组公路126公里；修建学校11所，解决了库区
2600多名学生就读；新建水厂2座，解决了两
个乡镇移民生活用水问题； 新建乡镇集市2
个，解决了100余移民就业。

本报2月4日讯 （记者 陶小爱 通讯员
杨东方） 为了让困难群众生活得更有尊严
更加幸福， 2月2日， 长沙市望城区 《关于
加大困难群众帮扶力度推动扶贫济困工作
常态化的决定》 （以下简称“决定”） 作为
今年第一号文件正式下发， 该区将在春节
后开通“雷锋580 （谐音我帮您）” 紧急救
助热线。

这一紧急救助热线，将以政府行为的方
式，为突发意外事故和自然灾害等造成困难

或行动不便的人员开通“绿色通道”，对符合
紧急救助条件的困难群众及时救助。 望城每
年新增财力5%将用于困难群众帮扶工作，
每年3月将确定为望城社会慈善捐赠活动
月，3月5日为“望城慈善日”。 望城区委书记
谭小平告诉记者，望城将以学雷锋活动常态
化推动扶贫济困工作常态化，到2015年全面
形成由集中帮扶向常年帮扶转变、单向帮扶
向综合帮扶转变的常态化机制。2013年实现
农村无房户动态清零；实现学前教育、义务

教育因贫失学对象动态清零，特困家庭高中
和大学阶段助学全覆盖；特困人员重特大疾
病医疗救助率达100%； 符合低保条件的对
象实现应保尽保，生活无着落流浪人员及孤
儿救助率达100%。

望城将建立健全社会保障等“六大”
体系， 具体措施包括： 提质改造区救助站，
设立街道、 乡镇临时救助点； 设立紧急救
助专项资金； 实施农村敬老院改扩建工程；
加大廉租房建设、 城市棚改和农村危房改

造力度； 对Ⅰ级和Ⅱ级重度残疾人住院就
诊实行“十免十减” 政策； “三无人员”、
无主病人、 生活无着流浪人员住院医疗费
用， 按基本医疗保险政策报销后的个人支
付部分由财政支付。

与蛇“共舞”
本报记者 廖声田 通讯员 彭雪枫

辽竹湾村是湘西大山深处一个美丽小山村， 位
于桑植县芭茅溪乡， 山高林密， 峡谷纵横。 在这
里， 令人毛骨悚然的剧毒五步蛇经常出没。 可如
今， 五步蛇却成为当地村民发家致富的“金腰带”。
这一切， 缘于一名年轻的大学生村官。

最近， 记者来到这里一探究竟。
“找小彭啊， 和村书记到山那边的茶园组， 指

导老陈扩修五步蛇养殖场去了。” 在村部， 村妇女
主任告诉我们， 大学生村官名叫彭理， 还是个90
后， 去年被派来担任村支书助理。 她说， 小彭来
后， 结合村里资源条件， 确定了种养路子， 一是人
工粽叶栽培， 二是养殖五步蛇。

沿着崎岖山路， 翻过一道山梁， 再下到溪流潺
潺的山谷， 我们走进老陈家， 见到高大帅气、 满手
脏泥的彭理。 他正搬运水泥砖， 在圈养着上百条剧
毒五步蛇养殖场穿梭， 彭理竟然毫不畏惧。

“经常打交道， 熟悉了它们的习性。” 小彭腼
腆地说。 2011年7月， 进村第一天， 村民见两条粗
大五步蛇盘在老陈家新买的打米机里， 不知所措，
求助村干部。 彭理和村书记找来几个捕蛇老手， 半
小时后终于将其制服， 还卖了2000多元。 此后，
彭理了解到， 当地的气候、 土壤适合五步蛇栖息。
于是， 他上网查阅资料， 得知五步蛇可以养殖， 于
是和老陈商量， 帮助建起养殖场。

养殖场依溪谷而建， 旁边绿树成荫。 彭理介
绍， 五步蛇大多栖息在山谷溪涧， 喜食鼠类、 蛙类
和蟾蜍， 主要应用在治疗风湿疾病上， 市场价达每
公斤600元左右。

“刚开始， 不敢养也不知道怎么养。” 老陈说，
家人和村民都反对， 多亏小彭做工作， 找资料， 看
录像， 大家的顾虑才消除， 目前， 全村发展养殖户
5户， 产销两旺， “现在养的100多条， 已经订购，
至少可以卖10万多元， 相当于以前好几年的收入
呢！”

一旁的村支书吴金成接过话， 为了五步蛇养殖
成 功 ， 小 彭
天 天 泡 在 养
殖场， “在这
穷 乡 僻 壤 真
是委屈了 ！ ”
吴 支 书 笑 着
说。

本报2月4日讯 （记者 陈永刚 通讯员 王
强 刘铁） 今天下午5时38分， 长沙千年古寺
开福寺前， 200余组造型各异、 美轮美奂的
花灯同时绽放， 拉开了第四届“祥和中国
节， 开福喜乐会”大型灯展庙会活动的序
幕。

本届喜乐会从2月4日 （农历腊月二十四）
持续到2月24日 （元宵）， 除了可以欣赏来自
“灯城” 自贡的200余组大型花灯， 市民还可
以在这里观赏到社区春晚， 身边的艺人将唱
起花鼓戏， 跳起秧歌舞； 长沙唯一的“捏面

高人” 彭支宁、 老北京风车制作人谢和平将
带市民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 还有来
自汨罗的高跷队和长沙本土的魔术、 杂耍艺
人， 让市民找回消失已久的庙会记忆。 喜乐
会现场， 近千条灯谜写在红纸条上， 悬挂在
灯笼下方， 猜中灯谜的朋友可以凭手中红纸
条领奖。

本届喜乐会还特别设置由千余家庭的
全家福组成的巨型“福” 墙， 并开展开福
寺高僧祈福、 “福娃宝宝” 形象代言人评选
等主题活动。

本报2月4日讯 （记者 朱章安
通讯员 王朝顺）“每周五为全区无会
日。在不影响为民服务办事的基础上，
各单位要把主要时间用于学习、 下基
层调研。 ”日前，衡阳市石鼓区下发今
年“1号文件”， 就进一步改进干部作
风、密切联系群众作出新的规定，划出
了多条“红线”。

据了解，该规定涵盖基层服务、谈
心制度、首问负责、礼貌用语、会议精
简、公务接待、公车管理、操办酒席等
17个方面的内容， 出台前征求了多方

意见，全文虽不足2000字，但内容详
实、 操作性强， 受到当地干部群众好
评。

按照新规，每周五为全区无会日，
每个月第一个周五或周六为机关单位
到联点帮扶单位走访日。同时，实行首
问责任制。 如所涉事项不在首问人岗
位职责范围， 首问人应主动协助来访
人与承办部门或经办人取得联系。 不
能确定承办部门或经办人员的， 应按
权限向领导请示，及时予以受理，并向
来访人说明情况，不得推诿、拖延。

古寺夜放花千树

第四届“开福喜乐会”亮灯

2月4日傍晚， 市民在长沙开福寺文化广场赏灯留影。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改进作风从“会”开始

石鼓区确定周五为“无会日”

本报2月4日讯 (记者 王晴 通讯
员 陈瑞 吴拥民)2月1日，岳阳县组织开
展“打击环境违法”专项行动，一举关停13
家涉煤企业、捣毁1家污染作坊。

该县环保、法院、公安、工信、国
土、电力、水保、安监等部门执法人员

和新开镇部分机关干部联合行动，对
毛栗村1家非法小塑料生产加工作坊
予以强制捣毁； 对尚未进行环保竣工
验收的鑫岳矿业采矿区道路进行了封
堵， 电力部门同时对这些企业进行了
强制断电。

岳阳县强制关停13家污染企业

本报2月4日讯 （记者 段云行 贺威
通讯员 欧阳霞林 朱红专）近日，娄底市
娄星区永鑫诊所曾某某、 同仁诊所彭某
某、星城诊所曾某某等人医师资格证书造
假东窗事发，被取消了行医资格。

过去一年，娄星区在对辖区医疗服务
市场的地毯式执法检查中，共查出24名花
钱办假“医师资格证”，再通过不正当手段
在医疗机构注册的假医师，消除了随时可
能发生的医疗隐患。

2012年3月以来， 娄星区卫生监
督所出动执法人员866人次，对辖区内
286家有证医疗执业机构进行了地毯
式监督检查，发现永鑫诊所曾某某、同

仁诊所彭某、 星城诊所曾某某出示的
医师资格证书和医师执业证书涉嫌伪
造并依此执业。经过深入调查，发现这
些人所持证件都是以每证3到4万元不
等的价格办理的假证。 根据假证制作
联系人肖某和区卫生局医政股提供的
变更清单，工作人员进一步深挖，发现
包括上述3人在内，还有11人所持医师
执业证书在卫生部医师联网注册及考
核管理系统中无法查询， 其中在娄星
区医疗机构注册的有10人， 在娄底市
医疗机构注册的有2人，在外地医疗机
构注册的有2人。这些人员涉嫌非法行
医，均已被卫生监督部门立案处理。

娄星区查出24名“假医师”

移民获对口支援2亿余元托口
库区

开通“雷锋580”救助热线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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