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沙安仁商会成立
本报5月28日讯（记者 张建华）长沙安仁

商会今天成立。 这意味着，在长沙打拼的1000
多安仁商人获得抱团发展的平台，安仁县的招
商引资也将迎来新的契机。

近年来，在长沙发展的安仁商人充分利用
自身优势和掌握的信息资源，累计为家乡招商
引资4亿元，大大促进了安仁的新农村建设、城
镇公共设施建设等。 商会负责人表示，商会成
立后，不仅将协助会员在长沙做好生意，而且
会继续推动安仁商人为家乡发展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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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多云转阵雨 23℃～29℃
湘潭市 雷阵雨 23℃～29℃

张家界 中雨转中到大雨 22℃～29℃
吉首市 雷阵雨转中到大雨 23℃～29℃
岳阳市 多云转雷阵雨 21℃～29℃

常德市 大雨转中雨 19℃～29℃
益阳市 雷阵雨转小雨 21℃～30℃

怀化市 阵雨转大雨 22℃～30℃
娄底市 多云转小到中雨 21℃～29℃

衡阳市 多云转阵雨 25℃～31℃
郴州市 多云转阵雨 25℃～31℃

株洲市 多云转阵雨 24℃～31℃
永州市 多云转中雨 24℃～31℃

长沙市
今天,阵雨转中雨,明天,阵雨转多云
北风 ２~3 级 2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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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28日讯 （记者 张新国 通讯
员 骆力军）“老刘啊，家和才能万事兴。 ”5
月23日，宁远县仁和镇刘安仲村“村民说
事室”里的“和事佬”，正在对村里闹离婚
的刘某夫妇进行思想教育与行为劝导。在
“和事佬”的劝导下，刘某夫妻俩终于化干
戈为玉帛。

近年来，宁远县坚持以和谐平安创建
工程为载体，不断创新农村矛盾纠纷调解
模式，探索出“村民说事室”议事、“和事
佬”处事的矛盾调解新机制，妥善调解处
理村民之间的各种“摩擦”，收到了良好效
果。 目前，该县687个行政村都建立了“村

民说事室”，配备了“和事佬”。“和事佬”一
般由村里威望较高、 人缘较好的老干部、
退休教师、致富能人、村干部担任。他们大
都具备一定的法律知识和丰富的人生阅
历，具有较为准确的分析判断能力，发挥
对当地人情世故较为了解的优势， 本着
“为党分忧、为民解忧”的目的参与民事纠
纷调解。夫妻矛盾、家庭暴力、土地纠纷等

矛盾是农村经常遇到的问题，如果不及时
妥善调处容易导致事态恶化，酿成不稳定
因素，“和事佬”就在群众身边，能够第一
时间赶到现场进行化解。 如今，“和事
佬”们不仅是矛盾纠纷的调解员，而且
逐渐延伸为村务、财务监督员，公共事
务管理员，法律、政策宣传员等，成为维
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与促进农村经济

发展的一股新兴“草根”力量。
据悉，该县今年通过“村民说事室”解

决各类矛盾3600余件。

常德银企对接破“瓶颈”
签约项目206个，融资301亿元

本报5月28日讯 （记者 周勇军 通讯员 孙子乐） 在全
力稳增长、 冲刺“双过半” 的关键时刻， 常德市今天召开
由政府、 银行、 企业三方参与的融资洽谈会。 现场签约项
目206个， 项目总投资556亿元， 总融资301.7亿元。

常德市在推进项目建设进程中， 固定资产投资除自有
资金外， 仍有较大缺口， 其“瓶颈” 是银企信息不对称。
至4月底， 全市金融机构存款额达1552亿元， 贷款余额686
亿元， 贷存比为44.2％， 低于全国、 全省水平。 为加强银
企合作， 有效缓解融资难， 市委、 市政府要求银企重点围
绕新型工业化、 文化旅游产业、 城市建设、 民生事业等开
展合作。 金融机构破除陈旧理念， 不仅要“锦上添花”， 更
要“雪中送炭”； 企业从自身实际和市场需求入手， 策划、
筛选、 论证和建设一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成长性好、 有
市场前景的好项目， 用好项目来赢得金融部门信贷支持。

宁远对超标公款消费开罚单
本报5月28日讯（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骆力军 蒋春熠）

日前，宁远县对县里去年以来51个“三公消费”超标的单位开
出罚单，共征收调节资金41.1万元。 县纪委对超预算支出严
重的单位负责人、分管领导分别进行了诫勉谈话。

今年初，该县县委常委会议研究制定“三公消费”处罚办
法，对超预算报账的“三公消费”，按其超过部分的20%征收
调节基金，对单位负责人、分管领导和经办人按其超过部分
的10%处以罚款。

本报记者 戴勤 蒋剑平
通讯员 赵志高 罗健康

哪里有梦想， 哪里就有希望。 最
近， 在隆回县羊古坳乡雷锋村， 记者
见到了“种田冠军” 王化永， 他正带
着两个年轻小伙在秧田里测量水温、
泥温。 他说： “2011年， 我参加袁
隆平院士超级稻高产攻关项目， 亩产
达到 926.6公斤 。 今年， 将向亩产
1000公斤发起冲刺。”

2011年， 王化永栽培的“Y两优
2号” 亩产高达926.6公斤， 创下高产

新纪录， 提前实现国家第三期杂交水
稻亩产900公斤目标， 被评为当年中
国农业10大新闻事件之一。 现如今，
亩产1000公斤的目标又立在了他的
心头。

今年43岁的王化永， 是羊古坳乡
赵家冲村人， 打过工， 当过老板， 再
成为超级稻高产攻关实施人。 今年，
他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读中学时，王化永还吃不饱饭。对
于饥饿的滋味，他有着太深的体会，这
也让他萌生了努力学习本领， 让天下
人都能吃饱饭、不挨饿的美丽梦想。

“4月9日， 在海南参加完杂交水
稻亩产1000公斤攻关启动仪式后，
我心里十分激动， 但也比较紧张。”
王化永说， 他租赁的150多亩高产攻
关稻田水利条件较好、 日照充裕、 通
风理想， 有突破1000公斤的自然条
件， 但搞科学种田， 任何一个环节都
不容疏忽。 今年， 经袁隆平院士亲自
考证， 决定把“湘两优2号” 作为亩
产1000公斤高产攻关基地试验品种，
这让王化永信心倍增。 超级稻种已于
4月15日播下， 目前秧苗长势良好。

记者了解到,在高产攻关的同时，
王化永也开展超级稻科技成果推广与
应用。 他创办了隆回首个超级稻种植
专业合作社， 目前入社农户已发展到
92个村共1.7万多户， 实现了选种、
育秧、 插田、 晒田管水、 用肥用药、
收割销售“六统一”， 水稻亩产提高
25%， 入社农户年増收1300万元。

辰溪一批纪律涣散干部受处罚
本报5月28日讯 （记者 肖军 通讯员 米承实 印卫民

米久芳） 5月28日， 辰溪县总工会决定， 对上班时间吃早餐
的2名干部， 责令其写出深刻检讨。 据了解， 今年来， 该县
已有21名上班吃早餐、 18名上班玩电脑游戏的干部受到诫
勉谈话、 公开检讨等处罚。

今年初， 辰溪县出台严明工作纪律的规定， 对纪律涣
散干部“零容忍”。 4月， 3名县委常委各带一个督查组， 分
头深入28个乡镇， 检查干部驻乡情况， 10名“走读” 干部
被诫勉谈话。 5月， 县作风办分成4个督查组， 对67个县直
单位上班工作纪律进行暗访， 18名干部玩电脑游戏被抓

“现行”。 目前， 该县已开展工作纪律督查30次。

岳阳启动“清正在心”系列教育
本报5月28日讯 （记者 徐典波 徐亚平 通讯员 胡敏

沈念） 今天上午， 岳阳全市领导干部“清正在心” 系列教
育活动开讲， 《求是》 杂志研究员黄苇町应邀作了 《关于
加强作风建设的几个问题》 的讲座。

据悉， 该系列教育活动针对全市正处级以上单位主要
负责干部， 每个季度举办一次， 将持续至12月底， 重点开
展“转变作风、 反对特权” 专题教育、 述廉述德评议观摩、

“为民务实清廉” 专题教育培训3项活动。

青年农民遭车祸
村民自发献爱心
本报5月28日讯 （通讯员 谢乐夫 记者

郭云飞）5月24日， 因遭遇车祸正在益阳医专
附属医院治疗的沅江市共华镇青年农民邓梦
良，又收到当地村民的一笔爱心款。 至此，村
民们已为他捐献了5万多元。

邓梦良是共华镇仁丰村人， 今年与人合
伙在攸县包种了400多亩田。 5月1日，他和4人
开着一台旋耕机去攸县， 晚上8时半左右，行
至319国道益阳市箴言中学附近一斜坡时，因
避让前面人群，旋耕机前翻，邓梦良被旋耕机
轧在身上，造成重伤，下身失去知觉。

邓梦良家境不好， 他出车祸的消息传到
村里，村民自发为他捐款。 一时间，曾杨明，肖
申夫、万本富、李铁辉等村民自发组成6个小
组，在本村和邻近的仁安村、鱼口村募捐。 村
民你一百我一千， 纷纷伸出援手。 令人感动
是， 过路的沅江市草尾镇生意人李腾鹏听说
此事，捐了500元。 仁丰村村民孔宪在外地打
工，从远方汇来了500元。 双目失明的王奶奶
也捐了100元。

目前，邓梦良已做了一次手术，正准备做
第二次手术。 其后期治疗费用需要10多万元，
期盼更多好心人伸出关爱之手。

怀化锦溪小学
新教学楼出现晃动

专家：共振效应所致
本报5月28日讯 （记者 肖军） 今天8时

15分， 怀化市锦溪小学新教学楼西头2至5层
发生两次明显晃动， 每次延续时间6至7秒。
事发后， 学校立即启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拉响应急警报， 3分钟内将全体师生安全有
序疏散至操场。 为确保师生安全， 当地教育
部门要求学校立即停课， 并通知家长将学生
接回家。

事情发生后， 怀化市委、 市政府高度重
视， 及时了解情况， 组织相关部门和多名专家
到现场实地勘查。 经地震及建筑质量监管部门
现场鉴定， 教学楼未出现裂纹， 未发生倾斜，
也未出现墙面剥落现象， 完全可以正常使用，
安全可靠。 出现晃动原因是临近教学楼的运动
场正在进行建设施工， 压路机施工时引起的震
动与教学楼场地产生共振效应所致。

据了解， 怀化市教育部门正组织锦溪小
学复课， 明天可全部复课。

永州封闭97个非法矿洞
本报5月28日讯（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李四君 陈政忠）

近日，永州东安警方对违法严重的非法开采矿主，刑事拘留3
人、批准逮捕3人。

4月以来，永州市在全市范围开展强力整治重金属污染专
项行动, 重点整治了东安县和零陵区石期河流域历史遗留污
染问题。舜皇山和大庙口镇紫云山区钨矿区和锑矿区，非法采
矿私采滥挖，工艺原始简陋，不仅存在安全隐患，而且破坏了
植被和生态环境， 给县城居民的饮水水源环境造成了严重污
染， 群众整治重金属污染的愿望十分强烈。 此次专项整治，
全市共取缔关闭非法开采、洗矿洞（点）160余处，封闭矿洞97
个，遣散非法采矿民工300多人，抓获16名非法开采人员。

衡阳县首次开展
人工增殖放流
48万尾鱼苗投放蒸水河
本报5月28日讯 （通讯员 王勤 记者 刘

勇）今天，衡阳县畜牧水产局在蒸水河西渡镇
河段放流48万尾鱼苗，着力为该河流增殖鱼类
资源。据悉，这是该县首次开展人工增殖放流。

此次投放的鱼苗主要为草鱼、鳙鱼、鲢鱼、
鲤鱼和青鱼，体长大多在17厘米以上，便于成
活和繁殖。

衡阳 创新交管保畅

宁远 和事佬促和谐

记者�� ��在基层
亩产1000公斤———

“种田冠军”新梦想

5月26日，孩子们高兴地领到了书包等物。 当天，民革长沙市开福区第一支部开展“关爱农民工子弟成长”活动，将一批
文具、书籍等物品，赠送给该区凤羽完小的外来环卫工子弟。 本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张厚时 摄影报道

本报5月28日讯 （记者 陈鸿飞 朱章
安 通讯员 刘民健）在执勤交警指挥和协
管员疏导下，密集的车流、人流井然有序。
这是近日上班高峰期，记者在衡阳市船山
大道蒸湘路口看到的情景。

衡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支队长罗光
耀告诉记者， 他们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

对城区勤务模式进行创新，全力助推“创
模”。他们打破“平均布警、主次模糊”的固
定模式，对城区各路口、路段区别对待，划
分为11个形象岗点、20个高峰时段交通疏
导岗点、12个护学岗点和“一、二、三”三级
重点管控路段。不同级别、类型的路口、路
段， 在不同时间节点上布置不同的警力，

做到“警力跟着警情走”，使有限的警力发
挥最大的作用。

在11个形象岗点，除早晚高峰时段执
勤民警站在中心岛上指挥交通外，其余时
间须将管控面由路口向路段延伸，管好路
口及周边路段交通秩序；20个交通疏导路
口执勤时间， 每个点须有1名以上民警带

两名协管员，在路口指挥、疏导交通；12个
护学岗点确保学生上学、放学安全。

在管好“点”上交通秩序的同时，支队
要求各大队按照“三级”路段管理要求，安
排足够巡逻警车配置足够警力上街巡逻，
做到早晚高峰期见警察，平峰低峰期见警
车、警灯。支队领导挂点蹲岗，机关科室民
警包点守点。

创新勤务模式，收到明显成效。今年1
至4月， 衡阳市共上报交通事故289起、死
亡 31人、 受伤 437人， 同比分别减少
10.53%、40.38%、4.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