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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7日讯 （记者 周怀立
通讯员 单童）8月6日晚，在株洲市
神农城的神农湖边，“欢乐潇湘·欢
乐株洲”大型群众文艺汇演的舞台
精彩纷呈。这宣告该市群众文艺汇
演活动完美落幕。

为搞好“欢乐潇湘·欢乐株洲”
大型群众文艺汇演活动，今年2月至
4月，株洲市各县（市区）、乡镇（街
道） 进行了广泛宣传发动。5月至7
月，各县（市区）按照海选、展示和汇
演三个阶段开展选拔、 展演活动。7
月底，各县（市区）又按要求挑选出

22个优秀节目，共同参加8月初在市
区进行展演活动。据统计，该市共举
办海选、展演156场，参与演员2万余
人，观看群众近百万人次。演员中年
龄最大的92岁，最小的3岁半。

活动开展以来，极大地促进了
株洲市群众文艺活动的开展。炎陵
县的民俗文化节、茶陵县的寻找茶
陵好声音、攸县的原创作品大汇演
和青少年艺术系列赛、醴陵市的歌
舞大赛、株洲县的民间艺术展示等
活动应运而生，共新创作演出节目
210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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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晴 26℃～37℃
湘潭市 晴 29℃～39℃
株洲市 晴 29℃～38℃

长沙市 今天到明天， 晴天
南风 ２~3 级 30℃～39℃

张家界 多云 27℃～39℃

永州市 多云 28℃～38℃
衡阳市 晴 29℃～39℃
郴州市 晴 2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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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阳市 晴 30℃～39℃
怀化市 晴 27℃～37℃
娄底市 晴 28℃～38℃

吉首市 晴转多云 25℃～37℃
岳阳市 晴 30℃～36℃
常德市 晴 28℃～39℃

本报 8月 7日讯 （记者 陶小爱
通讯员 周坚 陶芳芳） 7月底公布的
长沙市大河西先导区政府投资项目工
程建设考核结果显示： 获2012年度
“全国市政金杯示范工程” 的秀峰路
一标段道路施工单位湖南星大建设集
团获招标加分并重奖； 某监理公司在
2011年度周期考核中排名最后， 其总
监3年内不得参与先导区政府投资项
目的投标和承接业务。 将政府投资项
目月度考核和周期考核结果运用于市

场准入、 招投标， 实现“市场” 与
“现场” 联动监管， 是先导区项目建
设与管理的一大创举。

先导区自2009年3月起实施项目
工程建设考核机制，联合质监站、安监
站、 执法支队等对所有政府投资的在
建工程进行月度考核， 对竣工工程进
行年度周期考核，两年实施一次“先导
杯” 评比。 湖南东方红建设集团于
2009年承建潇湘南大道一期建设工
程，月月考核位于前列，还获2011年度

全国市政金杯奖。 公司在招标黄桥大
道二期四标段评比中， 因计入考核加
分而遥遥领先，最终揽项目入怀。

去年6月至今， 先导区组织对政
府投资项目施工、 监理单位进行了13
次月度考核， 涵盖46个项目共
56个标段， 其中考核成绩优秀
且排名第一的施工单位共16家。
4年来， 先导区两个市政项目获
“建筑项目鲁班奖”， 一批项目
获省建设工程芙蓉奖、 省优质

工程等奖项。 大河西先导区管委会赵
文彬在当天的大会上说： “不用送红
包， 质量过硬就有奖。 以质量求生
存， 在竞争中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本报8月7日讯 （记者 陈永刚
通讯员 易亮明） 为进一步转变工
作作风， 提高办事效率，8月7日下
午， 长沙市政府召开专门会议，对
10个重点建设项目遇到的问题进
行挂牌督办，促开工、促进度、促完
工。

此次挂牌督办的10个重点建
设项目分别为： 滨河路及其风光
带，时代阳光大道，福元路湘江大
桥东接线（渔业路），星沙联络线开
福区段，车站北路捞刀河桥，西湖

文化园，溁湾镇棚户区改造，暮云、
花桥、雨花、国祯4个污水处理厂，
万达广场建设项目和湖南长重机
器新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其中，5个
为市政基础设施项目，3个为社会
事业项目，2个为产业项目。

10个项目共涉及7家项目实施
单位，10多家责任单位， 督办的问
题主要涉及到手续办理、 拆迁、用
地、资金等方面。所有督办的问题
及落实情况由责任单位在8月底前
作出书面说明，10月底全部解决。

考核领先企业优先中标大河西先导区
创新项目建设与管理 长沙挂牌督办10个重点项目

“欢乐潇湘”株洲汇演落幕
8 月 6

日， 宁远县
冷水镇沙洞
村， 村民在
抽水泡田 ，
抢插晚稻 。
大旱之年 ，
该县积极组
织 生 产 自
救， 千方百
计保秋粮面
积。
乐水旺 摄

本报8月7日讯（通讯员 王必杰
记者 张斌 实习生 杨燕飞） 今天，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一
起21名“医托”犯罪团伙诈骗案，并
于当晚当庭宣判： 被告人罗云赞犯
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被告人
夏良秋犯诈骗罪， 判处有期徒刑11
年；被告人范中保犯诈骗罪，判处有
期徒刑10年。 其他被告人分别判处

有期徒刑3年至8年2个月不等。
法院审理查明，2012年2月至8

月间，被告人罗云赞纠集被告人夏
良秋、范中保等，以非法开设“中医
疑难病诊治中心”等手段，游荡在
中南大学湘雅附一医院周边。以带
患者或患者亲属一起去寻找“专家
教授”为由，途中再让同伙冒充医
院保安进行拦截，谎称能治好患者

疾病的专家教授下乡义诊不在医
院，医院正好有一支义务下乡看病
的车队准备出发，可以免费接送患
者到专家那里看病。通过这样的方
式，众多受害人被骗至湖南省衡东
县大浦镇等地， 被早已安排好的
“专家教授”接诊。短短数月间，该
团伙便非法获利72万余元， 共176
名患者上当受骗。

本报记者 邓明 白培生 通讯员 高阳
“是119吗，快来人哪，这里起火了！”7日

中午12时15分， 郴州消防接到报警电话，称
涌泉街道七里洞村高湾组一村民的木材加工
厂厂房发生火灾，急需救援。

武警郴州消防支队特勤中队副中队长丁
海龙马上率28名战士，往火灾现场赶。

这是一个城中村，街道窄，巷道弯，房屋
连着房屋， 消防车只能停在几百米外的街道
上。消防官兵下车跑到现场一看，只见一厂房
已全部着火，火苗蹿起达4米多高！

“快，展开救援！”副中队长丁海龙没有犹
豫，果断地指挥战士到外面的消防栓取水、运
水，并在现场架设了两支水枪，从两个不同的
方向灭火，防止火势蔓延，祸及旁边住房。

时值正午，火辣辣的太阳无情地“烘烤”
着大地，火场的温度极高，不一会儿，紧挨火
灾现场两栋住房的防盗网“变形”了，空调外
机也烤“爆”了。身着防护服的消防战士们全
身汗如雨下，但谁也没有退缩。

“不好，有个战士中暑了，快来人哪！”下午
14时许，在外围负责供水调度的新兵银星亮突
然晕倒在地、抽搐起来，一名群众看到后急忙
尖叫起来。原来，为了调度运水车进出，从救援
开始，银星亮就一直在不停地来回跑动。

水，源源不断地“射”向火场，肆虐的“火
龙”终于一步步退缩了：14时30分，火场得到
有效控制；17时6分，大火全部被扑灭。

高湾救火

本报8月7日讯（记者 王曦 通
讯员 肖强）长沙交警今天发布7月
份交通综合分析报告，经过近百日
交通整治， 路面行车秩序明显好
转。然而数据显示，东二环杨家山
立交桥路段仍最为拥堵，驾驶员出
行应尽量避开上述路段。

7月， 长沙市共查处各类交通
违法行为24.96万起， 较6月增加
2.24万起。综合来看，交警查获机

动车不按规定车道行驶、乱穿乱插
交通违法行为2.5万起，较6月份减
少0.31万起；查处机动车乱停违法
2.87万起，较6月份减少0.49万起。

据统计，7月长沙交通拥堵报
警次数排名前5的路口为： 东二环
杨家山立交桥路段、 湘江二桥路
段、营盘路过江隧道、湘江一桥路
段、长沙大道马王堆路至桂花路铁
路桥路段。

省会7月路面交通秩序明显好转

杨家山立交桥仍最拥堵“医托”团伙诈骗案一审宣判非法获利72万余元
176名患者上当受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