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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2日讯 （记者 朱章安 通讯员
刘魁春 阳精华）7月底，记者在衡阳县西渡
镇盘龙村居民小区看到， 一栋栋花园式小
楼精致漂亮，自来水、宽带、有线电视进户，
小区太阳能路灯、休闲广场、健身器材等一
应俱全。县民政局局长凌奉云介绍，盘龙小
区是由危房改造而成的。目前，全县已改造
农村危房6250户， 高标准建成集中连片小
区40多个。 改造后的危房成为农村一道美

丽风景。
前不久， 国家住建部有关负责人在衡

阳县调研农村危房改造时， 充分肯定了他
们的做法。

衡阳县在农村危房改造中， 坚持高起
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要求配套，把危改
与新农村建设、农村环境卫生整治相结合，
逐渐探索出“新居共建、事务共管、资源共
享、资金统筹”的运作模式。 危房改造选址

尽可能做到集中连片，按照避灾、宜居等要
求，尽可能选择有山有水、出入方便的“风
水宝地”。县规划设计部门对住房进行统一
设计，风格各异。 工程建设中坚持高标准，
道路、水电、通信、绿化、卫生等配套完备、
功能齐全， 有的小区还建有休闲广场、健
身场所，房前屋后有花坛、垃圾池，环境优
美，彻底改变了“脏、乱、差”状况。

衡阳县高标准危改， 不仅让村民住上

了舒适漂亮的房子， 还节约了大量耕地和资
金，并极大地方便了教育、医疗服务布局及社
会治安、行政管理等。 据统计，全县6250户集
中连片危改，共节约耕地2000多亩。

本报8月2日讯 （记者 刘凌 实习记者 谢
璐） 7月30日， 长沙市委、 市政府召开推
进现代农业工作会议， 擂响发展现代农业
战鼓： 精心打造“两区一中心一节会”，
大力推进“十大工程”， 到2020年， 长沙
现代农业发展水平跃居全国一流、 跻身世
界先进行列。

“两区” 指强力推进现代农业综合
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 精心打造花卉苗

木产业经济区； “一中心” 指将长沙建
设成为中西部农业综合物流枢纽和特色
农产品集散中心； “一节会” 指将中国
中部 （湖南） 国际农博会培育成国内一
流的农业品牌盛会。 “十大工程” 是长
沙发展现代农业的重头戏， 主要包括：
“双十” 粮食产业提升工程， 建设10个十
万亩高档优质稻产业集中区、 10个万亩
特色稻米产业集中区， 努力打造“中国

国际种业之都” 和“国际稻都”； “菜篮
子” 安全保障工程， 重点建设4个万亩以
上蔬菜示范片， 打造10个千亩以上蔬菜
示范园； 高档精品果茶发展工程， 因地
制宜发展白沙、 金洲、 大围山和沩山4个
时鲜水果产业集中区， 推进长沙百里茶
廊和宁乡沩山片、 浏阳淳口片高标准有
机茶园建设， 打造国内外知名“湘茶品
牌”； 标准化规模养殖及地标品种保护开

发工程， 着力打造宁乡猪、 大围子猪、
黑山羊核心保护区和望城现代生态渔业
示范园4大特色品种养殖保护区等。

从2013年到2020年， 长沙市将逐年
滚动铺排1000个以上重点项目， 实现带
动投入力争达到3000亿元， 掀起一轮现
代农业项目建设热潮。 总体目标是到2020
年， 让农业高效、 农村精美、 农民富裕成
为现实。

擂响发展现代农业战鼓
大力推进“中国国际种业之都”等“十大工程”

高起点规划 高标准建设 高要求配套

衡阳县 农村危改“改”出好风景

怀化首个农村产权
流转服务中心成立

本报8月2日讯 （记者 肖军 通讯员 陈建武
张祥雄） “很早以前就想养羊， 可是没有本钱， 去
银行贷款又没有抵押担保物。 现在好了， 有了房屋
和宅基地‘两证’， 可以贷款搞养殖了。” 8月2日，
捧着大红烫金产权证， 麻阳苗族自治县岩门镇黄双
冲村村民谭宗亮激动地对记者说。

这天， 怀化市首个农村产权流转服务中心———
麻阳岩门镇农村产权流转服务中心办公室正式挂
牌。 当天， 为谭宗亮等138户村民办理了宅基地使
用权证和房屋所有权证。

长期以来， 农村产权边界不清、 权属不明， 农
民尽管拥有土地、 房屋等资产， 却难以转化为发展
资本， 阻碍了生产要素的流动， 成为制约农村发展
的瓶颈。 麻阳作为省农村综合改革试点县， 近年来
大胆实践， 探索创新， 积极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 林权 （含地上附属物所有权、 收益权）、 山塘
水库养殖承包经营权、 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 （宅基
地使用权）、 居民房屋所有权等“五权” 流转， 盘
活农村现有资源， 增加农村发展活力。 为强化产权
流转管理和服务， 该县各乡镇都将成立农村产权流
转服务中心办公室， 全面负责当地农村产权流转工
作， 并率先在岩门、 兰里、 江口墟、 谭家寨4个乡
镇， 开展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 （宅基地使用
权） 和居民房屋所有权确权颁证试点工作。

麻阳县长彭平安向记者介绍， 成立农村产权流
转服务中心， 为农村产权流转搭建平台， 将推动农
村产权制度改革创新， 为农村资产转变为资本探索
新路， 使全县30多万农民受益。

本报记者 陶小爱

7月2日发生在长沙市雨花区东山街道
临时仓库的那一把大火， 早已烟消云散，
9000平方米的板棚房也只剩下残墙断壁。
然而， 那一场大火， 留下的拷问， 久久回
荡在人们心中……

铁腕整治
“7·2” 大火引起长沙市委、 市政府

的高度重视， 省委常委、 长沙市委书记易
炼红亲自主持整改， 9个区县、 100多个
单位党政一把手层层立军令状， 长沙城乡
安全生产旗帜高扬……

7月19日， 记者来到黎托街道， 整个
街道正忙于安全生产整治。

武广南站所在地的黎托街道， 有大大
小小3760个仓库， 仓储面积达300多万平
方米。 “7·2” 大火烧在东山， 最痛的是
黎托。 3700多个仓库， 全是临时违章建
筑， 如一座随时可燃的火药库。

从7月2日到19日， 黎托自修了3条6.5
公里长的消防通道， 新建了一批消防水池

和消防栓， 一个一个仓库排查隐患， 仓库
所有线路更换上铜芯护管线， 再套PVC阻
燃管， 防爆灯泡、 安全电开关、 消防斧、
消防艇、 灭火器一个个到位。

在沪昆高铁的高架桥下， 一条刚竣工
的1.5公里长、 15米宽的消防通道， 连起
黎托的川河与潭阳两个社区。 这两个社区
拥有仓库近1000个， 笔直、 畅达的消防
通道， 无疑是一道“安全屏障”。 黎托街
道还自建了一支消防灭火队， 投资30万，
购回了两台小型消防车， 配置了远程汲水
泵和高程射水泵， 可到500米外的江河吸
水， 射至100米的高度。

一手抓治本。 对于无法达标的仓库，
连根拔除， 黎托片区的花侯路两厢、 大桥
路两厢30多万平方米的仓库已变为平
地……

严厉问责
“7·2” 大火后， 易炼红斩钉截铁表

示： 要启动问责， 严惩不贷！
火灾后， 公安部门以涉嫌重大责任事

故罪， 对仓库建设人、 管理员等4人实施

了刑事拘留。
武广片区的15平方公里土地， 几年

前， 就已划到长沙轨道公司管理。 公司聚
力点在重大项目建设， 无力顾及片区配套
不全的水、 电、 路等基础设施， 而属地的
区、 街等地方政府又不好介入。

失地的农民眼瞅着大片荒芜的空地，
受利益驱动， 形成了今天星罗棋布的仓
储。 在沪昆高铁高架桥下有一个叫浩宇的
仓库， 面积4000平方米。 社区负责人告
诉记者， 这个仓库是潘家湾的一个基建老
板建的， 地是租的组上村民的， 每亩地租
金8000元， 仓库租金一年有100多万。 老
板、 农民皆大欢喜。

武广高铁建设， 黎托有2万多农民洗
脚上岸， 其中一半从事仓储物流。 小小仓
库， 成为农民的“摇钱树”。 一个简陋的
仓库， 每平方米租金多则几十元， 最少也
能到10元， 没有规划许可， 没有建设标
准， 全部为违章建筑。 拆除， 不但断了拆
迁农民的生活来源， 尤其， 这里承担着长
沙城市90%的生活物资仓储， 一经拆除，
长沙商业供应链断翼， 后果难以承受。

在安全生产问责制的利剑高悬下， 雨
花区的各级领导者如走刀锋。 火灾事故发
生地的东山街道到7月6日， 全街9个社区共
完成了707个仓库的排查。

呼唤标准化仓储
违章建筑， 是酿成“7·2” 火灾的根

源， 而长沙市标准仓储的空缺， 是这些星
罗棋布临时仓库出笼、 生存的原因。

仓储物流， 是一座城市必备的功能。
据悉， 武汉规划至2015年， 建成仓储物流
园16平方公里， 到2032年， 再扩大至32
平方公里。 长沙市2012年社会零售额已突
破2500亿元， 据此， 长沙需要2000万平
方米仓储与之配套。 然而， 长沙迄今没有
仓储物流配套设施， 一个3000亩的仓储
规划也还在蓝图的描绘中。

长沙是世界七大商业零售巨头率先进
入中国的城市之一， 长沙的高桥大市场、
马王堆批发市场等4个市场已跻身全国十
大专业批发市场。 商业的繁荣呼唤仓储物
流， 政府规划的滞后， 让黎托片区的临时
仓库自2000年起， 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这些仓库与高桥大市场仅一公里之隔， 交
通便利、 成本低廉， 供不应求、 财源滚
滚。

只有标准化仓储在长沙崛起， 临时仓
库“寿终正寝”， 火灾隐患方能釜底抽薪。

“株洲联诚”再添
铁道行业标准制定成果

本报8月2日讯 （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王金花
邹见卓） 近日， 从株洲联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传来
消息， 由其负责起草和制定的铁道行业标准TB/T�
1608.1-2013“机车辅助电机第1部分异步电动机”
和TB/T� 1608.2-2013“机车辅助电机第2部分劈
相机” 已经批准发布并正式实施。

“株洲联诚” 系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和全国驰
名商标企业， 已发展为中国最大的轨道交通装备部
件制造商和供应商， 拥有复合材料和轨道交通装备
复合冷却系统的省级工程技术中心。

据了解， “株洲联诚” 参与铁道行业标准制定
成果累累， 先后起草了“电力机车用冷却塔”、

“机车车辆电磁阀”、 “机车、 动车用牵引通风机
组”、 “机车车辆油压减震器” 等铁道行业标准。

在建高速公路现场
跟踪审计

4年累计核减和节约国家建设
资金38.5亿元

本报8月2日讯（记者 曹娴 通讯员 兰志荣）8月2日，
大岳高速第四合同段一处施工现场正在进行清淤。 烈日
下，由审计厅审计人员与项目公司、施工单位、监理单位
人员组成的四方联测组，对现场进行仔细测量，检查施工
单位是否按照设计图纸施工到位， 同时对隐蔽工程的工
程量进行核实，为后续的工程计量提供准确依据。审计人
员向记者介绍，类似的隐蔽工程在全线共有数百处，按照
跟踪审计要求，每一处都必须进行现场测量。

针对高速公路施工作业面分散、 现场管理复杂等特
点，审计人员深入到施工现场，重点加强对隐蔽工程、重
大变更、工程质量等重点环节的现场检查，及时发现并纠
正施工、管理中常见的或苗头性的问题，实现“审计实时
跟进，问题及时整改”，从而提高项目投资效益，促进建设
单位提升管理水平，确保项目优质高效和如期通车。

据统计，自跟踪审计启动以来，省审计厅共对我省
在建的高速公路项目派驻现场跟踪审计小组54个，现场
审计人员246名。 2009年6月至今年6月，累计核减和节
约国家建设资金38.5亿元。

大火的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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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投资人买断
姜世禄145幅书法作品

本报8月2日讯 （记者 李国斌 ） 历时7天的将
军艺术家书法展今天在省群艺馆落下帷幕。 此次展
览是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而主办的。 参展的
600多幅作品中， 中国武警部队后勤部原副政委、
中国书协原名誉主席姜世禄的145幅精品书法作品
获得了一致赞誉。 展览最后一天， 姜世禄的作品首
次进行市场交易， 长沙投资人一口气买断姜世禄的
145幅作品， 引起业界轰动。

此次展览特为姜世禄开辟了一个展览专厅， 其
参展的作品分4部分： 毛主席诗词112幅； 歌颂党、
歌颂祖国的作品21幅； 唐诗、 宋词、 元曲等古代诗
词11幅； 《中国龙》 30米长卷， 融儒释道、 十二
生肖、 五行八卦、 二十四节气、 中国龙的文化内涵
等中国传统文化精华， 根据不同内容采用不同的字
体创作而来。

作为此次将军艺术家作品展的赞助商， 湖南省
凯利莱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蒋艾琳， 为姜世禄
的独具特色的书法艺术所折服， 更为姜世禄几十年
所崇尚的“书品诗品画品人品至上， 才气文气灵气
骨气当先” 的艺术追求和人生境界所感染， 毅然花
巨资买下姜世禄此次展出的145幅作品。

———写在长沙“7·2”
火灾事故发生以后

8月1日上午，郴州市城区苏石路一楼盘开发工地，开发商正在拆除旧房，导致灰尘
滚滚、铺天盖地，行人皆掩鼻而过。 笔者看到，施工现场既无人洒水降尘，也没有采取其
他有效的环保措施，给环境造成严重污染。 市民急盼有关部门管一管。 范湘平 摄

长沙市 今天到明天，晴天间多云
南风 ２~3 级 30℃～38℃

张家界 多云 28℃～39℃

湘潭市 多云 28℃～37℃
株洲市 多云 28℃～37℃
永州市 多云 27℃～37℃

吉首市 晴 25℃～37℃
常德市 多云 27℃～37℃
益阳市 晴 29℃～38℃

怀化市 晴转多云 27℃～37℃
娄底市 晴 27℃～37℃
邵阳市 多云 26℃～36℃

衡阳市 多云 28℃～38℃
郴州市 多云 26℃～36℃
岳阳市 多云 29℃～35℃

“邵东箱包”
抱团开拓欧洲市场
本报8月2日讯（记者 彭雅惠）近日， 邵东县12

家进出口规模最大的箱包皮具企业负责人齐聚邵东
（国际） 皮具工贸园管委会会议室， 商讨参展绥芬
河国际口岸贸易博览会事宜， 12家企业决定统一以

“邵东箱包” 为标志， 敲开俄罗斯消费市场的大门，
抱团出海欧洲市场。

邵东县箱包皮具产业已有30多年发展历史， 现
有箱包皮具及配件生产、 销售企业4000多家， 从
业人员8万多人， 目前邵东县箱包皮具年产值50亿
元， 其中出口占10%， 箱包皮具出口后劲足， 是邵
东县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但由于海外信息闭塞， 企业单独开拓海外市场
风险巨大， 邵东县箱包皮具出口贸易一直受到局
限。 很多广州和浙江义乌的箱包皮具外贸企业都把
邵东县作为生产、 加工“工厂”， 这些外贸商进货
后转手就出口到海外市场， 所以邵东县生产的箱包
皮具实际上有50%最终销往海外。 邵东的箱包皮具
生产在技术、 劳力、 价位上都有优势,具备进一步
拓展海外市场的潜力。

绥芬河国际口岸贸易博览会举行在即,省贸促
会王玉立副会长透露， 这次展会我省将设立标准展
位42个， 展出面积近600平方米,涉及纺织服饰、 轻
工电子及茶叶食品等行业。

·

施工工地灰尘滚滚

邮箱：432953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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