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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晴转多云 23℃～34℃
湘潭市 晴转多云 25℃～34℃

张家界 多云转阴 22℃～35℃
吉首市 多云转雷阵雨 21℃～34℃
岳阳市 多云 25℃～33℃

常德市 多云 23℃～34℃
益阳市 多云 24℃～34℃

怀化市 多云转雷阵雨 22℃～34℃
娄底市 晴转多云 23℃～35℃

衡阳市 多云 25℃～35℃
郴州市 晴 25℃～34℃

株洲市 多云 26℃～35℃
永州市 多云 21℃～34℃

长沙市
今天晴天间多云，明天阵雨转大雨
南风 ２ 级 25℃～34℃

２０13年5月24日 星期五
通讯员新闻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 市州新闻 5

!"#$%&! '()*+,- !"#! . $ / %& 012345
678 '%&&&&&&&&&!%(% 39:;<=!"%)%#>?!@ABCD
E$ !"#$%&'()*+,

!"#$%&! '()*+,- !&#& . % / %& 012345
678 '%&&&&'&&&&&(*% 39:;<=!>?!@ABCDE$

-./012)*+,

!"#$%&+ '()*+,FGHI- !&&$ . &% / !' 0J
2345678,'%&&&&&&&&!%-&( 39:;<K=!>?+@ABC
DE$ -.3456789:;)*+,

!LMN>?OP;:QR!Q6 !.&'%!%!*&&&&/%
!STUVWXYZ["#>?()*X\]J23XY:^:_
`QRK!!678%0%&#'&'%&-!-&$
!()abcdce+fX\Z["#gh>? ijXkP45
QR!678%l !'%#&#&#%-%!
!mno:pqrZ["#%&>?XY^:_`QR=!! QR
s6%1%&*'&'%&-&#&%)%2#
!tuv>?()*wx+fZ["#ijXkPQ! 678l
!'%&*&/&/*-$
!yz{>?()*wx+fZ["#b|}~�1 0 Q!678
lXb 03!&&'4.*""""*!(
!���>?��Q!678%'%"!!%./$%.""./.%5
!��U��XY+f����Z["#�X�>?b|}~��
0 Q!678%"'"."!!%
!���>?��Q!678%'%%-%./
!�X�>?mn���~-123���!�6!!""("-'$
!���>?mn���~-123���!�6!!""(!%."
! �U¡l¢:2£Z["#4¤ �U¢¥¦z§D¨©ª«
¦z©¬®¯°±
!²³´>?��Q&µ¶!!678%'%"."'./(%"(.'.*!!
!·¸¹>?;:ºP45Q!678%'%!%.!".%'$!
!»¼½>?�¾~¿Q!678%À "--$$. �Á%ÂÃÄ 'Å !'Æ '"-
!ÇÈ)>?�¾ÉÊË!!678%ÌÍ( . Æ . ¥ '"! �
!()*Î�]ÏÐÎ�Ñ>?ÒÓ{ÔÕ7Q!678%6&&%$'&$)5

ÇÖ×Ø�%
ÙÚ�ÛÜÝ:HIZ["#Þß !&.% . $ / .( 0àá

/ âãäå�æç !& 6"#èéêëìØ�èé! íîïÞð
ñ"#±f!òóØ�ôõö_÷øI+,ùúûüýþÿ$ !
"#âö$$

<=>?@AB:;)*+,

CDEF9G+H
%&!"# !&.% .wi'w()Ø�èïé!!"#45

_!* %&&$ »+,-8 -&$ »+$ 8./0¿13§2¿3!
4!"567809 '* 0:!0¿1Z;!"#<ö=0>ä
!"#<?@AB.3CDEFG%HI=03¿�! òJR
KLMN5!"#$

G+,IJ! ÙÚ�ìOÄPQRS(lTU�V1WP
� . Æ

KLM!XY NO!.*&('/%%**$
-.PQRST)*+,

Z&!"#Ø�èwË)èéïé!!"#ïÞ4¤$ 8.
[0¿13§2¿3!4!"5\7809 '* 0:!0¿1A
;!"#]^ÒJRKLM_70¿$

G+,UVWIJ!ÙÚU`Úra¥ *'- 6
KLM!tbS NO!.*%&$'&-&..

-.XYZ[)*\]^,UVW

Z&!"#Ø�èèéïé!!"#ïÞ4¤$ 8.[0¿1
3§2¿3!4!"5\7809 '* 0:!0¿1A;!"#]^
ÒJRKLM_70¿$

G^,UVWIJ!ÙÚ�mcÄdóe�f % Æ %&* �
KLM!gT° NO!.%*'$*$'//-

-.3456789:;)*^,UVW

Z&!"#Ø�èèéïé!!"#ïÞ4¤$ 8.[0¿1
3§2¿3!4!"5\7809 '* 0:!0¿1A;!"#]^
ÒJRKLM_70¿$

G^,UVWIJ!ÙÚ�ÍhÄijæç % k !-/ 6
KLM!ÇÈQ NO!.%$&$'%.*%* Y_!'.&&&(

-.`@abcUVdef)*+,UVW

!"#$%&! 'mn��l+,�- !&&* . - / .* 01
2345678 '%&-&&&&&&%'.(. 39:;<>?! @ABCD
E$ gh>ijkl9mno)*+,

!"#$%&! '()*¯mU+,- !&.& . .. / . 01
2345678 '%%.!(&&&&&*-&* 39:;<K!>?!@ABC
DE$ pqrsqAt)*\]+,

!"#$%&!'()*+,- !&..! . * / .* 01234
5678 '%&&&&&&&&/.*.% 39:;<=!"!).'7 >?!@AB
CDE$ -.uv89)*+,

!"#$%&! '()*+,- !&&/ . * / .% 01234
5678 '%&&&&&&&&!!/%$"!).'7 39:;<=!>?!@AB
CDE$ -.w"xy:;)*+,

!"#$%&! '()*+,- !&.% . % / !! 01234
5678 '%&&&&&&&&.'$('"!).'7 39:;<=!>?!@AB
CDE$ -.z{%&)*+,

!()noXY+fZ["#>?ìµpqQ!678%8**.&&&&'(/(&%
!rU"çstuvZ[wx"#yzUx{l|}~>?Sç
st�9pqQ!678%l�sHpq*� '%&&&&&&&.-& 6
!rU"çstuvZ[wx"#yzU�f|}~>?Sç
st�9pqQ!678%l�sHpq*� '%&&&&&&&.-& 6
!()*�mk���Z["#>?*()*���ª�X\
] !&.! . ( / !% 0123+f��ÕI{Ô_�QR=!!6
78%9!'%&&(/..)'2'
!()*�mk���Z["#>?*()*ÙÚ�`���
Î�- !&.! . ( / .- 0123ÒÓ{ÔÕ7Q=!! 678%
-/.$&&/*)'
!()*P�X\Z["#��>?ËjXkP45QR!67
8%l .'%...!&$/*.
!X��>?ö}Q!678%:'%&*!(&-#
!L�>?æ�1����k�+fP45QR! QRs68%
X;k<&!'%&&&#&''
!L��>?|�45k�+fP;:±±6%0&''%&&&%/#*BCDE
!���>?ÙÚO� ¡:QRË! ! ¡:QRs6 %
#&$!%#!&#&&-&&&$!/
!¢£¤>?¥¦ä§¨U§¨©Tª«=U�¬æ�>3�¾~
¿Q+Q68,§�¿Q§¨©�w &&&&/(*. 6
!()*m��V.~®¯b°Ðæh>?ÒÓ{ÔÕ7Q
K!± ?@ �!678%--.-$%&*
!()*nUU²³´Pè>?´Pè21ùúQR! 678%
l´Q�w .&- 6 Õ7%**&(%$*-& Zµ¶[ !&.& . * / !$
0· !&.% . * / !$ 0
!�S !&/ ¸¹º»ª¼½k"çX\¾¿À>?ìµpqQ!
678%A*-/&&&&&'.!&.
!_Á�Âú�ÃaÄÅ>?b|}~pqQ! s6%"l'BC
bpQ�(!&&*)&$%* 6!�ÆÇÈ%ÉÊ!ËHÌw1%ÍÎ�
!ÏÐ>?��Q!678%'%&#!!#/$$&/#'**'(
!ÑP�>?ijXkP45QR!Q6%l !'%&*&$&##(%BCDE
!ÒT¿>?�~Q!678%Ó�¿QªÔ©�w ###$!$ 6
!ÕTÖ>?�~Q!678%Ó�¿QªÔ©�w !#%$-- 6
!×Ø>?��Q!678%&&&*!#
!Ù³>?æÚ¡:Q!678%!&&&#&&$(!
!bUUXY+f"#ÇÛ>?ÚÜb|ÝQ!678%lXb
@=!&&$>&$&&&&$%$ 2Q0¶%!&&$ . ( / # 0

!"#$%&'()
!"#$% !"#" &' ()*+,-./)0

123456% !#$% &7 89:;<=>? @=
>?A=BCDE?FGBHIE?JKLMN?K
LOPQR? STUVA? WXYZ[B\]?^
=_`abcdefghiaj;kl"mno)
*=>pqrstuvwxyz{|}~�`��
����

)*+�-./)��?)��7+�-./
)��?)��?)�����l"S�ml"�
)*��./�����lp����� ¡¢�
�£R¤¥¦)*��./§l"lp�'¨"©
ª«¬®¯°±²� ³´µ¨"¶q·¸j¹
º7»¼½¾q¿À�

¨"�� ÁÂÃÄÅÆÇÂÃÈÉÊË�Â
Ì Í « ¬ 7 Î Ï Ð Â Ñ " Ò � Â Ó Ô ÕÖ
&'!()*(Ä+()**Ä!()*,×�

!"#� ØÙÚNÛ - ÔÕ.( ÜÝÞß� 
à{áâ×

$%&!"#$%&'#&((( &&##)($
'"&!!!"#$%&''()*%

!"#$%&'()*+,(-.

! ! "# "#$%&'()*+,-./01234
567819:;:<=>?@9A BC1DEFGH
IJKLMNOP:QR#STUVWSXYZ[2\]
^_`abc8TAdR>?2+,U./edfghT
D2abi9edRjk2lm>nWodpWqrs !
! "$ "tuvv2$%+,wxA

yz{|}~W$%�������2��e��e
�������2�����W ���2$%�+��
��A ��$%&'�)*� ¡¢£¤¥¦s§¨2
©ªW�S«¬®¯°P±W²�S��³´±µ¶·
¸�¹º»A

¼«¬®¯°P±½¾WS«¬³´¿SÀ�2
®Á+Â?ÃA ÄP:QÅW��Æ$%Ç��¦UÈÉ
ÊËÌyÍÎ ÏW ÐÑs$%ÒÓÔÕ±Æ¤D¸�
Ö× $% |2UØÙÚWÛÜ2ÝÞs¼$%�ß*WàÆ
¤D½�ß*Ä 2UØÍáW �â¸^ãäså$%æ
çeåèéê�ëì2íDA

î�«¬°ïðñòóîô2$%&'�)*Wõ
ö«¬°ïðUØdp÷�W øù«¬�úæû�ü2
ðîÖ×W!%% ýþúÿ)!r2¶"#$%&'()
*+,ú�ü2¶-./ö0A1fWèé%°P��S
2�W3z456e,7�,úúï28iW�9d:�
�àÆ¸���A o;W°P�<�=%>°>?W@Q
AÁ«¬°ïBC2>DA èé��SEF '�G
+ÂHðWIJ�KeÊLe45Me,N�OPQúW�
�SàÆÿ)³´dÁæ��eRQeSTe,UVÊ�
d�2°PàA !!"#" #$%&'#

!"#$%&'()*+,
!"#$%&'()*+,-

!"#$ !"#$%&
!"#$ ' % ( !& )

*+,-./0123456
789:! ;<=>)? '" @AB
CDEFG%HIJ6K8L.M
N!OPQRST!UVW*XY"

!!"#!$!% !"#$ & !
' !% ()*+,-./0
12345678!789
& :" ;<=!>?!@A!
BCD!EFGH" I:J
KLMN#OP#QRST
U"
!!:9! $! % !"'! &
'! ' !& ()V+,WX
YZ[\]^_`abc
78!789d ' e" ;<
=!>?!CDfB!@g!
hFiGHj"I:Jk5
lm"
!!no!p!% !"'$ & '
' '( ()q!rstuv
wxyz{|}78!78
9 ' :"<=!~>��i!
�����i!�A!@g!
���{GHj" ���"
!!�]!$!% !"'' & %
' % ()V+,:��q
!�st78!789 % �
'!<=!]�!��!A�
�!CDB�!h�i{H!
�jX" !' �����#�
�����"
!!��!p!% !"'$ & )
' ( ()*+,-./0
123�5678!789
d ' �'" �X=! �¡
T!�A!¢A !@g!�
�iHj"I:J¢£¤¥
¦N£#TU§¨#I:J
©ª«m¬§"
!!®!p!% !"'! & *
' '+ ()*+,-./0
1235678!789d
'e" =¯¡;!>?!@A!
"CD!@g!��iH°"
I:J±²³>´µ¶"

!!·¸!$!% !"'$ & '
' ) ()*+,-./0
123�5678!789
! :" ¹º=!>?!��!
@g!�FiH°"
!!»¼!p!% !"'! & ,
' $ ()*+½¾+¿~
ÀÁÂÃ�ÄÅ78!78
9 ( :" <=!>?!�Æ!
@A!BÇD!h�iÈÈ
H" É^ !"" ÊËÌ"
!!nÍ! p! % !"'! &
'! ' ') ()Îr�ÏÐ
ÑÒÓ35ÔÕ78!78
9d '" :";<=!�>Ö
�!¢A !B×D!@g!
h�GHj" I:Ø¯#Ù
SÚÛ"
!!ÜÝ!p!% !"'! & *
' ', ()ÞrßSàÓ3
-./! á�ÅM78! 78
9dâ�'"<=!>?!�
i¡�!4A!h�iH°"
I:J�ã�"
!!äÃ!$!% !+'$ & $
' !% ()ÞrßSàÓ3
5Ôå78!789dæç
è & �'"=¯¡V!>?!
�i¡T!4A!BéD!h
TiêH!ëìiêj" �
Jíî0ïðBñ¯1# Û
§¨#òóôõµ¶#ö÷"

!"#$%&'( )*+,-./%012&'3
4(56789/:&';<=(>.?@AB@CD(E
FGHI@ JKLIM*NOPQ R<56ST.UV
W(X/:R<YZ([\]^_`a !"# bc(d/
efgh(EFGAiDjkWlUEd/mnefop
qrs@tuvw@x4<@yz@{|}~�mn���
�Q��'�S4�����a��N���O�(��
�S�[���������a����[�N��
�� ���)�[���� ()�[�¡¢£¤�Q �
¥7� ¦§¨©ª���NQ

«¬®̄ °±^²³L´µ¶·)¸ª���N�
��¹º»¼½¾�S4�S�[�7¿ÀÁ Â(Ã
¸ªÄÅ�[ÆÇÈ��@ [¶��@ ÉÊË=ÆÌÍ
Î(ÊÏÐ³ $ ÑÒÇÈÓ¤(ÔÕ�Ö×�ÇÈÓ¤
¹ÔÕ�[½S¤�Q «¬¤ØÙ���[�N��
�( ¥7Úa½Û %&'% %ªÜÝÞßàáâãäåæ
ç�èéêë�ìEQÝä]íîïðíæ%ñòXó(
ôõö«¬÷�@øù&'úûüýQþ !() ÿ!"6
l#«¬÷�&'%$%Ý( &''$(-)�ST
Ü*+,( «¬-Eb.C$S-)/.0<=Q �
1(«¬Eb¸ªÔÕ�[���¹÷�¾�&'(2
345(6Q ÷786(Eb�5�§ÖQ

!!"#"#$%&'#

!"#$%&'()*+,-
./0'123456*+

本报5月23日讯 （记者 朱章安 陈鸿飞 通讯
员 李英姿 江勇 王鹏） 课堂开在车间里， 学
生边学边做， 老师从旁指导……近日走进衡
阳技师学院“教、 学、 做” 一体化实训大楼，
里面先进的设备、 生动的教学让人耳目一新。
据介绍， 至5月中旬， 该院应届毕业生95%以
上已被国内知名企业“预订”。 “好女不愁
嫁”， 这是衡阳职业技术教育与产业发展紧密
融合、 无缝对接的结果。

衡阳市现有各级各类职业技术院校46
所， 在校学生12.43万人， 办学规模、 在校

学生规模分居全省第二、 第一。 近几年来，
该市大力推动职教深度融入产业。 2008年，
湖南环境生物职院牵头组建农林职教集团，
近80家企业加盟， 开启校企合作办学新模
式。 随后， 各院校通过“合并、 联办、 共
建” 等方式， 不断探索政府 （行业）、 学校、
企业联合办学新路子。 多家金融机构、 企业
与院校签订人才培养和使用协议， 合作开办
多个“订单班”， 并送大批员工到院校培训。

根据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城市、 国
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的城市定位， 去

年， 衡阳市还专门组建了两大职教集团———
衡阳现代服务业 （财贸金融） 职教集团、 衡
阳先进装备制造业职教集团， 更加有效地整
合资源， 为企业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同
时， 围绕市场设专业， 对准岗位开课程， 推
行校企一体、 顶岗实习人才培养等模式。 许
多院校还利用实训设备为企业建生产车间，
既增强学生操作技能， 又创造了一定效益。
衡阳农工贸职业学校已为4家企业建生产实训
线， 年创产值500万元以上。

本报5月23日讯 （记者 张新国 通讯员 李
先志）“湘江源头在我们村后的野狗岭上，今后
我们一定要杜绝乱砍滥伐和毁林烧木炭现象，
带头保护好母亲河源头的生态环境！ ”5月22
日，“湘江源头在蓝山”的消息在《湖南日报》刊
出后，蓝山县紫良瑶族乡竹林村村民兴奋地奔
走相告。

2010年初，蓝山县成立“湘江源头在蓝山”
申报指挥部，着手强化对湘江源头的保护。 他
们认为，蓝山身为湘江源头，应该为此感到骄
傲和自豪，但更应该感到责任重大。 保护生态
环境，既是对蓝山人民负责，也是对全省人民

负责。 为此，该县专门成立水资源管理与保护
以及应对突发性水污染事件工作领导小组，组
建了蓝山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局、 水土保持局、
矿整办、河道采砂整治办等工作机构，切实加
大了对水资源及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

为加强流域内水资源污染防治， 该县将
环境保护工作列入了县域经济和社会发展规
划， 与相关部门、 乡镇办事处、 村组、 企业
层层签订 《污染物减排工作责任状》， 纳入年
终目标管理考核。 该县加大了违法采砂和铁
锰矿开采整治力度， 先后对新圩小造纸厂，
竹市、 火市、 塔峰等地小炼油厂、 炼胶厂等

数百家非法污染企业进行了有力打击。 该县
还严格实施生态环保重点建设项目， 投资
4800多万元， 建好污水处理厂， 实行“在线
监控”， 对新建、 扩建、 改建的企业项目进行
严格把关。 县里加快了森林绿化发展速度，
每年造林5万多亩。 目前， 该县森林覆盖率达
到71.52%， 是全省24个生态功能县之一。

本报5月23日讯（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刘恬）今天，解放军驻怀化某部收到内蒙古乌
兰察布市集宁区金远水果市场经理冯晓东寄
来的感谢信，信中他再三感谢“90后”战士陈昊
天，原封不动归还了他遗失的29.2万元巨款。

5月2日中午， 在怀化城区办事的驻怀
化某部战士陈昊天， 到怀荣宾馆旁公交站
等车，准备返回部队。 这时，站在他身边等
车的两名中年男子拦下一辆的士离去，却
将一个胀鼓鼓的棕色公文包落在公交站。

小陈发现公文包时， 的士已不见踪影，
他只好把包提在手里，并站在原地等候。 10

多分钟后，失主还没回来，他便打开公文包，
看是否有失主的联系方式。 但打开包，小陈
惊呆了：里面码放着一扎扎百元大钞。 从没
见过这么多现金的小陈急了，失主丢了这么
多钱，肯定万分焦急，得尽快联系上失主。

陈昊天想找当地派出所报警， 可由于
归队时间就要到了，只好先把包带回营区，
交给分队领导。 经点验， 包里一共有现金
29.2万元。 大家清点现金时，发现了失主的
名片和身份证，立即拨通了名片上的电话。

当天下午，冯晓东赶到部队，拿到了丢失
的巨款。他拿出2万元感谢陈昊天，被婉言谢绝。

本报记者 郭云飞 杨军
通讯员 莫蓉 王青山

“夏支书送的‘留守老人温馨卡’，为我们
解了好多难。只要一个电话，水管坏了、灯不亮
了、没米吃了，他都会亲自过来解决。 ”近日，安

化县乐安镇蚩尤村村民陈月兰接过村支书夏
能勋送来的700元，眼里噙满了泪花。

陈月兰家境贫困，前年底，大儿子因肺病
去世，去年小儿子又查出患鼻咽癌，小儿媳也
患上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媳妇要吃药，这搞
春耕又要花钱……”4月下旬，陈月兰拿出“留
守老人温馨卡”，拨通夏能勋的电话求助。两天

后，夏能勋就把筹集到的700元送到了她手里。
去年清明节，夏能勋组织村干部开会协商

后，做了“留守老人温馨卡”和“留守儿童关心
卡”两张卡，每张卡正面印上村干部和村医联
系电话，背面印上一些生活小提示。两张卡发
出后， 夏能勋平均每天要接5个以上留守老人
和留守学生打来的电话，大家戏称他的手机是
真正的“双卡双待”机。因为隔三差五给老人和
留守儿童送米送煤送菜，他那台箱式农用机车
也成了“爱心”专用运输车。

本报5月23日讯 （记者 徐荣 通讯员
谢志斌）“聆听好声音，凝集正能量，打造微
警务，服务大民生……”5月20日，湘潭市公
安局实现官方微博、微信双开通，该局局长
刘建宽发出了第一条微博。

该平台致力于打造自主信息发布平
台， 多方传送特色警讯； 打造网络服务平
台，热心回应公众需求；打造综合警务问政
平台，倾听民声聚合民智。 开通一小时，新
浪微博粉丝就突破4000人。

衡阳 职教无缝对接产业

蓝山 悉心呵护湘江源头

两张爱心卡

29万元巨款交失主
“90后”战士陈昊天拾金不昧

湘潭公安开通官方微博微信

5 月 23
日 ， 长沙市
天心区裕南
街长坡社区
组织小朋友
开展公益广
告 设 计 竞
赛 ， 提高他
们的创新思
维和社会责
任感。

本报记者
刘尚文
通讯员

曾向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