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8月7日讯 （记者 周小雷 ）
今天17时10分， 邵阳市119指挥中心
接到报警， 位于该市双清区龙须塘
的宏志化工厂储存的四氢呋喃发生
火灾。 邵阳市消防支队立即调派5个

中队20台消防车携带重型防化服、
防化洗消车等器材赶到现场。 经初
步侦查,起火的是储存四氢呋喃等化
学物质的小储罐， 现场产生浓烟较
大。

截至记者发稿时， 消防官兵正
在紧张救援， 市卫生、 安监、 环保、
治安、 交通等部门已相继赶赴现场，
未发现人员伤亡情况。
◎ 责任编辑 谭云东 版式编辑 余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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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7日讯 （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尹清源） 记者今天从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获悉， 前7个月， 全省
保障性住房和各类棚户区改造开工
建设31.32万套 （含租赁补贴2.56万
户），为年度开工建设计划的94.2%，
比去年同期增长17.8%。

今年国家下达我省保障性住房
和各类棚户区改造任务33.26万套。

从房源结构看， 公共租赁住房、 城
市棚户区改造任务占据“大头”， 分
别有13.36万套、 10.6万套。 其余为
廉租住房、 经济适用住房、 国有工
矿棚户区改造、 林区棚户区改造任
务以及新增廉租住房租赁补贴。

目前， 各市州、 县市区政府正
按与省政府签订的目标责任书要求，
层层分解任务， 确保完成省政府提

出目标： 2013年项目10月底前全部
开工建设， 往年结转项目多层建筑
全部竣工， 高层建筑主体封顶， 验
收合格率100%。

今年前7个月全省已基本建成
16.69万套， 其中往年续建结转
6.93万套， 为续建结转任务量的
44.5%。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提出， 各

地在确保项目建设进度、 工程质量
安全的同时， 要加强对房源分配和
有序退出的管理： 结合实际， 建立
健全本地保障性住房分配管理的制
度措施； 认真落实申请、 审核、 轮
候、 配租、 公示制度， 健全退出机
制； 公开保障性住房分配政策、 对
象、 房源、 程序、 结果和退出情况，
接受社会监督。

本报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黄萍 吴文静 李阿钦

扫把塘， 长沙市的老街巷，位于
贺龙体育馆以南。现在已更名为金盆
岭街道天剑社区。

这里的住宅，多数为上世纪五六
十年代兴建的平房， 棚户区不少，居
住条件十分有限。 提起以前的老房
子， 老住户彭利娥说：“屋顶是水泥
瓦，夏天那叫一个热！晚上要歇凉到
三四点钟才敢回屋睡。”

316套房子，174套已分配
彭利娥是2012年5月搬进“天剑

社区廉租房”的。记者近日在她家采
访看到， 新房为两室一厅一厨一卫，
面积50平方米，水电气全部入户。

“我今年70多啦，在扫把塘住了
30多年。”彭利娥说，以前和儿子住
的旧房，面积21平方米，只有两间房
和一间厨房，没有卫生间。条件很差，
但这么多年也习惯了。

天剑社区廉租房，属于长沙市的
企业定向建设廉租房小区，由省建六
公司配合政府部门所建。

省建六公司物业公司党委书记

李霞告诉记者，廉租房小区总建筑面
积17042.14平方米（含人防面积等公
用建筑）， 共有廉租房和公租房5栋、
316套。目前，第一期、二期面向拆迁
户，已分配到户174户；第三期142户
即将启动分配。

据介绍，廉租房资格预审有一整
套程序。首先是要符合廉租房申请规
定，其次是坚持危房户、拆迁户、低保
户、家庭特困户的“四优先”原则。为
确保入住廉租房的家庭符合长沙市
政府的规定，相关部门在拆迁之初就
做了大量工作。 原住户有近200户，
符合条件此次回迁的达140多户。据
了解，在前两期的资格预审中，有10
多户被筛了下来。

每月需缴房租50元
按照每平方米1元钱/月标准，天

剑社区廉租房住户每月需缴50元房
租、15元物业管理费。

记者在现场看到，与该廉租房小
区仅一街之隔的某商品房楼盘，打出
了“每平方米8800元”的售价广告。
周边两室一厅的房子，月租也达到了
1500元左右的标准。

“便宜”的背后，细算成本账。省

建六公司相关人士向记者介绍：“作
为企业定向建设的廉租房小区，土地
是公司的划拨用地， 不需要土地成
本；其他成本包括建安成本和拆迁费
用、水电改造费用等，合计每平方米
2400元左右。而其中，中央补助400
元、省里补助150元、长沙市补助550
元，余下的1300元，由公司负责。”

扫把塘这块土地位于长沙中心
城区，缴纳土地出让金后，省建六公
司完全也可拿来开发商品房赚钱，为
何企业愿意拿来建廉租房？省建六公
司董事长陈光乐告诉记者：“扫把塘
很多房子属于临时建筑，堪称典型的
棚户区。住在这里的，有省建六公司
的员工、 子弟， 也有很多社会人员，
50多年来居住条件没有得到根本改
善，建好廉租房价值更大。”

陈光乐说，公司提出“打造幸福
企业”， 国家也有支持保障性住房建
设的好政策。建好廉租房，可为“住有
所居”贡献一份力。

纳入社区，实行动态化管理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房保障

处工作人员介绍，天剑社区廉租房的
模式，也是立足老国企特性、优化资

源配置、加快推进住房保障的一种模
式。廉租房产权属于省建六公司和政
府共同所有， 但廉租房的分配权、管
理权并未交给企业，而是纳入天剑社
区居委会，实行社会化动态管理。

省建六公司物业公司总经理吴
湘海告诉记者：“我们公司的员工，如
果符合分配条件，到社区就可申请到
住房；如果不符合条件，就是来公司
找关系也没用。”

天剑社区居委会主任张国庆，
递给记者厚厚一叠资料。 粗略一
翻，仅廉租房租赁合同的条款就密
密麻麻，多达44页。张国庆认为，廉
租房的分配、 管理仍属新鲜事物，
社区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社区积
极与有关部门一起审核住户资料，
实行合同备案。

“有的婆婆娭毑，自己住进了廉
租房， 今后也会想方设法把房子留
给子女住， 哪怕其子女并不符合入
住条件。”张国庆说，既要和这些婆
婆娭毑讲道理， 也要拿得出法律当
武器。廉租房的管理千头万绪，又没
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管理细则，只
能在实践中不断摸索， 施行人性化
的动态管理。

本报8月7日讯 （记者 段
涵敏 通讯员 汤雪） 今天是二
十四节气中的立秋。长沙市120
医疗急救中心发布接警数据显
示，从5月5日至8月7日（立夏—
立秋），120有效出警高达16416
次， 排名前5名分别为车祸、外
伤、晕厥、摔伤、心脑血管疾病。
专家提醒，立秋暑气未消，“秋老
虎”很可能接踵而来，防暑降温
不可掉以轻心。

经统计， 这个夏季车祸、外
伤高居120急救前列， 分别为
3560次、3009次， 主要集中在1
时到4时、11时到13时、17时到22
时3个时段， 酒后开车、 疲劳驾

驶、警觉性降低等是导致车祸高
发的主要原因。另外，不少年轻
人在夏季的晚上，喜欢聚在一起
喝冰啤酒解暑，酒后情绪失控极
易因小事引发争斗，甚至大打出
手。

“炎炎夏日，心脑血管意外
不断。现在，夏季余温还在持续，
有冠心病、高血压、高血脂症、动
脉硬化等疾病的市民，要尤为注
意。” 长沙市中心医院急诊科医
师曾昭提醒，中老年人应避免过
长的睡眠，因为长时间睡眠的后
期阶段， 脑部血流速度减慢，容
易造成脑血栓形成，适当早起可
有效避免血栓形成。

本报8月7日讯 （记者 张斌 实
习生 杨燕飞） 记者今天从省高院获
悉， 自7月23日媒体曝光省高级人民
法院一公务车违章情况后， 省高院
党组第二天就召开党组会专题研究，
出台整改措施。 目前， 省高院全体
驾驶员已按照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的要求， 着力查找和整改工作作
风中存在的问题， 坚持做到依法文
明行车。 被曝光通报的公务车驾驶
员已主动缴清了罚款1.26万元， 接

受了违章处罚。
针对这一事件， 省高院车辆管理

部门出台6条整改措施： 一是通过官
方微博公布整改情况， 欢迎社会各界
监督； 二是进一步加强交通法规的教
育； 三是责令违章车辆驾驶员及时与
交警部门沟通， 依法依规接受处罚；
四是进一步健全车辆行驶管理规章制
度， 对本院所有公务车辆的交通违法
情况进行每月通报、 及时处理； 五是
领导干部和法院工作人员要严于律

己， 带头遵章守纪； 六是因管理不到
位、 制度不落实， 公务车辆出现严重
交通违法， 造成不良影响的， 将追究
机关车辆管理部门相关负责人的责
任。

省高院党组要求， 要紧密结合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切实改进工作
作风， 人民法院、 法官应带头遵守交
通法规， 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要以身
作则， 不得有特权思想， 对所有违章
记录都要依法依规接受处罚。

本报 8月 7日讯 （通讯员
邓云球 记者 李伟锋） 由国家
电网湖南电力检修公司承建的
220千伏怀化湾潭变电站扩建工
程今天竣工投产。 此举标志湖
南与贵州电力交换通道打通，
通过这条通道， 我省每年可从
贵州电网获得20亿千瓦时电量。

该变电站是贵州电网与湖
南电网连接的关键点。 通过该

变电站， 分别有两条220千伏
线路， 与隶属南方电网的贵州
电网公司大龙变电站、 玉屏变
电站相连接。 今后， 来自贵州
电网的电力资源， 通过该变电
站以及怀化牌楼500千伏变电
站， 可送往湖南全省各地， 有
效拓展了我省电力供应来源，
对缓解湖南电力供应紧张局面
大有好处。

保障房前7月开工率94.2%
省住建厅要求加强对房源分配和有序退出管理

本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张景武刘杰华郑美娟

8月7日傍晚，靖州苗族侗族
自治县寨牙乡江口村小学内，上
百村民们正安心地吃着晚餐，孩
子们玩着游戏互相追赶着……

如果不是不远处的断壁颓
垣，谁也不会想到两天前，这里曾
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火灾。

党员干部奋不顾身

被誉为“最美侗寨”的靖州寨
牙乡江口村岭头寨， 层层木屋傍
山而建，静谧而优美。

“着火了，救火啊！” 8月5日
早上9时， 当村民陈明荣老人惊
慌的呼喊声在狭窄的巷道里响起
时，肆虐的大火窜到了她的前头。

“丁零零……”县乡领导的手
机先后响起。

县委书记钦代寿、 县长张远
松第一时间赶往现场。 民兵应急
分队、消防官兵、公安民警、驻靖
部队官兵、 县乡干部从四面八方
赶到火灾现场。

4个扑救疏散小组迅速从东
南西北四个方向同时疏散救人；
消防官兵从不同方向堵截火势蔓
延；部队官兵、公安干警及乡镇应
急救援分队利用机动泵从东北面
阻止火势蔓延； 民兵应急分队和
自救村民火速拆除部分建筑，开
辟隔离带切断火势蔓延途径。

“救人是第一位的，要千方百
计救人。”钦代寿果断下达命令。

盲人杨炳友救出来了， 长期
瘫痪在床的黄生柏老人救出来
了， 手脚不方便的石昌莲老人也
救出来了……

上午11时30分，明火基本扑
灭。全寨老小得到顺利疏散，团寨
周边13栋房屋得到了保全，紧邻
火灾区的上千亩山林保住了，实
现了无人员伤亡。

关怀送到群众心间

江口灾情牵动着各级领导的
心。灾情发生后，省委、省政府高
度重视， 要求迅速做好受灾群众
安置工作。6日晚上，省财政厅紧
急调拨200万元救灾资金， 支持
灾区群众开展救助工作。

怀化市委书记张自银、 市长
李晖明确要求靖州县委、 县政府

全力组织抢险救灾， 妥善做好善
后工作，确保受灾群众“有水喝、
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 8月6
日下午， 怀化市副市长胡长春带
着50万元赈灾款来到寨牙乡江
口村慰问灾民。

受灾当天，靖州县救灾安置、
房屋重建等工作有条不紊进行。
将23户受灾群众送至亲友处安
置，其余36户受灾群众集中安置
在江口村村级活动中心和临时活
动板房。

灾后1小时，59个机关单位
与受灾户结成了“帮扶对子”，每
个受灾户有一个帮扶单位、 一名
工作队员、 一名乡村干部联系帮
扶， 每户受灾群众安排4.5万元，
用于帮助灾民开展灾后重建工
作，确保灾民春节前入住新居。

下午2时，受灾群众领到了临
时生活救助金、基本生活补助、住
房补助、矿泉水、大米、方便面、棉
被、毛巾等。

社会各界爱潮涌动

“一家有难众人帮。”5日晚9
时， 寨牙乡岩脚村村民龙开松从
拖拉机上卸下一袋袋稻谷后，一
边擦着汗一边对江口村党支部书
记周碧云说。

一车又一车爱心物资源源不
断的开来。 一家又一家的企业带
着深情相邀而来。

“看到媒体报道的火灾惨状，
我们的心深深震撼了！”怀化市标
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助
理陈荣、 总经理助理张景带来了
50万元爱心捐款。

“来，赶紧填好表格。”芒果V
基金负责人赶到灾区后， 忙着为
每户受灾群众办理援助5000元手
续。

爱心在江口村汇聚 。59套
锅、碗、瓢、盆、桶、筷子、菜刀、砧
板、衣架、电插板，看似小小的物
件， 却凝聚着怀化义工们细腻的
爱心。10多包汗衫、睡衣、短裤、
凉鞋、毛毯、秋被，虽然不是很丰
富， 却代表着靖州快乐公益组织
的拳拳之情。

截至8月7日下午3点， 共接
受社会捐助救灾资金95万元。

“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人
士的关怀，增强了我们战胜困难、
重建家园的信心。”江口村村民黄
慧美发自肺腑地说。

无情火灾，见证人间真情
———靖州“8·5”火灾抢险救灾纪实

怀化伏湾塘变电站完成扩建

打通湖南与贵州电力交换通道

今夏长沙120急救1.6万余次
车祸、外伤、晕厥、摔伤、心脑血管病排前5位

省高院整改公务车违章

驾驶员缴清罚款1.26万元

邵阳市双清区 一化工厂发生化学危险品火灾

保障性安居工程正由“建设”向“入住”
大规模过渡。究竟什么人住了进去？每月房
租多少？什么机构在进行管理？记者在长沙
市选取了一个点进行探访———

扫把塘有了廉租房

8月上旬， 永顺县人武部组织民兵冒着酷暑， 来到颗砂乡新寨村猫山顶， 帮助村
民修筑通村路。 该路连接新寨村和万坪镇万
虎村， 全长12公里 ， 惠及沿途村民12000余
人。 罗寿冈 唐启武 摄影报道

年输电能力可达20亿千瓦时

本报8月7日讯 （记者 何国
庆）今天，普通高校招生本科三批
（B） 段第一次投档录取完成。今
晚， 省教育考试院公布了各院校
征集志愿国家任务计划缺额（详
情请登录湖南招生考试信息港），
缺额计划总计2001人，比去年大
幅减少了1228人。

今天公布的院校缺额整体显
示， 绝大多数院校特别是外省院
校计划已寥寥无几， 其中不少还
是追加计划。在湘三本7所独立学
院都需征集志愿， 而且招生计划
数额相对较多。 这些缺额并非第
一次投档生源不足所致， 而是由
于考生放弃录取而空出。 其中文
史类529人，理工类805人。7校缺
额如下： 湖南工业大学科技学院
文史类49人， 理工类118人；湖
南商学院北津学院文史类 171

人，理工类173人；吉首大学张家
界学院文史类75人， 理工类103
人； 衡阳师范学院南岳学院文史
类80人，理工类106人；湖南理工
学院南湖学院文史类46人，理工
类147人； 湖南文理学院芙蓉学
院文史类68人， 理工类107人；
湖南工程学院应用技术学院文史
类40人，理工类51人。

三本（B）征集志愿填报时间
为8月8日8时至18时。 此次征集
志愿是今年考生跨入本科院校大
门的最后机会。因此，符合条件的
考生应把握这次征集志愿机会，
按时填报征集志愿。 据悉， 三本
(B)� 征集志愿投档线预计8日晚
公布，征集志愿投档后，考生须与
院校及时联系沟通，联系时间为8
月9日至10日上午。该批次录取8
月10日全部结束。

本科“末班车”空座2001席
今天填报征集志愿，10日录取结束

高考���招生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