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邵阳市 多云 23℃～33℃
湘潭市 晴 25℃～35℃
株洲市 多云 24℃～34℃

长沙市 今天多云， 明天阴天有阵雨
南风 ２ 级 23℃～34℃

张家界 阵雨转小雨 24℃～32℃

永州市 多云 23℃～33℃
衡阳市 晴 24℃～35℃
郴州市 晴 2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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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阳市 多云 23℃～32℃
怀化市 多云转阴 22℃～33℃
娄底市 晴 23℃～33℃

吉首市 多云 21℃～30℃
岳阳市 阴转阵雨 20℃～28℃
常德市 多云 2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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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8日讯（记者 尹超 廖声田
通讯员 谷和囤 黎治国）“哇，40多岁的
笨笨、花花，竟有了10万子孙，难怪大鲵
又叫娃娃鱼，多子多孙，送娃娃之鱼啊！ ”
9月5日， 在张家界金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700米隧洞深处的水池边，省直新闻媒
体来桑植挂职的编辑记者看到这对大鲵
正怡然自得地游水，不约而同地赞叹。

大鲵在地球上已存在3.5亿年，为我
国特有。 它可活200多岁，具有极高的科
研、食用、药用和观赏价值。2012年12月，
张家界大鲵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称
号。 桑植是张家界大鲵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的核心区。

游出山洞的大鲵， 一朝闻名天下
知。 在保护的前提下， 该县依法对大鲵

子二代进行合理开发。 在五道水、 芙蓉
桥、 上洞街等15个乡镇， 大鲵产业快速
发展。 全县大鲵养殖大户达217户， 形
成了“公司+基地+合作组织+农户” 的
产业化繁养格局。 去年， 全县驯养繁殖
大鲵35万尾， 产值达3亿元。 张家界澧
源生物有限公司去年销售大鲵10吨， 创
收2000多万元。 金鲵公司带动周边1.4

万农户养殖大鲵走向致富路。 芙蓉桥乡
党委书记夏成明自豪地说： “养大鲵就
像养了‘金娃娃’， 好多农户建了楼买
了车。”

该县还出台保护与发展规划， 力争
5年时间， 建立大鲵产品加工园， 实现
野生大鲵资源蓄积量5万尾， 商品大鲵
养殖量100万尾， 年产值30亿元。

本报9月8日讯（记者 陶小爱 通讯
员 邓利良 童纪源）9月2日，国内旅游第
一品牌雅居乐与宁乡县政府举行签约仪
式，将投资200亿元，在温泉名镇灰汤建
设灰汤雅居乐项目。随着该项目的开发，
宁乡灰汤旅游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灰汤是中国三大高温温泉之一。 近
年，宁乡大手笔开发灰汤温泉，规划了国家
级旅游休闲度假区，制定“金镶玉”风景蓝

图，还绘制了一个囊括宁乡全城、含邻镇偕
乐桥在内的30平方公里的灰汤温泉旅游
小镇。著名的温泉、美丽的蓝图和良好的投
资环境，引得投资者纷至沓来。灰汤温泉旅
游小镇，10平方公里、5万人的核心区初具
规模，国家旅游度假休闲区已获省、市旅游
部门评审，正在国家旅游局审批之中。

雅居乐经过10年的观察与等候，在
今年6月“港洽周”上经过洽谈，该项目成

为进军湖南市场的首个项目。 项目总投
资约200亿元，规划用地5000亩，建设内
容主要有温泉养生会所、温泉酒店、温泉
景观公园、演艺中心、商贸中心、游乐中
心、低密度住宅等。

雅居乐的进入将彻底改变灰汤的
旅游格局， 促使灰汤由单一消费型向
综合度假型旅游模式转变。

据宁乡县县长周辉介绍， 宁乡雅

居项目作为一个综合性复合型原生态的
旅游地产项目， 其所打造的不仅是一种
风情小镇形态，而且是休闲经济业态，一
种幸福生活状态。

本报9月8日讯（通讯员
金中平 周晓鹏 记者 张斌）
今天，怀化市委常委、副市长
刀波，溆浦县委书记蒙汉带着
月饼来到溆浦县葛竹坪镇海
拔1000多米的山背村小学，
看望慰问贫困学生和在高寒
山区支教的老师，为他们送去
节日的祝福。得知两名支教的
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没有热
水洗澡，立即要求教育部门为
学校安装热水器，解决他们生
活上的不便。

近年来，溆浦县委、县政府
从改善办学条件、 充实师资力
量、 保障学生安全等方面全力
支持， 并积极发动社会力量助
学办教育。 该县充分调动社会
各界力量参与教育发展， 通过
投资办学、支教助学等形式，带
动溆浦教育整体水平提升。 9月

1日，由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捐建的洑水湾乡沅水村希望小
学刚刚投入使用， 该公司又捐
助10万元， 为江口镇中心小学
添置了一批新的教学设施。 8月
25日， 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支
教团正式进驻溆浦， 并在溆浦
屈原学校建立共青团中央民族
大学委员会大学生社会实践基
地， 为当地支教队伍注入新鲜
血液， 实现了教育优势资源的
共享。 同时，溆浦县志愿者协会
积极开展爱心助学活动， 现已
结对帮扶160多个贫困学生，年
资助金额10万元。 思蒙籍在外
工作和创业的人士自发组建思
蒙发展联谊会， 今年已援助学
生24人， 发放爱心捐款4万余
元。 溆浦县教育局局长陈昌礼
介绍，目前，全县11万学生已一
个不落就近入学。

本报9月8日讯（记者 王晗
通讯员 段萍）记者今天从长沙
市雨花区住房保障局获悉，该
区已与同升街道联盟社区达成
一致意见， 将以回租方式在联
盟佳苑统一租赁300套安置
房， 就近为中低收入住房困难
者解决安居问题。

作为拆迁安置保障住房
项目的联盟佳苑小区， 共有安
置房1453套，许多被征地拆迁
农民手中闲置多套房源。“房子
租给政府，我们安心也放心。 ”
68岁的联盟佳苑户主黄海军
老人高兴地告诉记者， 租给政
府一套， 能给家里带来一笔稳

定的收入。据悉，出租户将与区
住房保障局等签订3年的租房
合同， 租约期满后出租户可自
愿选择是否续租。

雨花区住房保障局将严
格按照长沙市公租房装修的
统一标准，对房屋进行改造装
修， 满足入住的基本功能需
求。符合公共租赁住房保障条
件的对象均可进行申请，经区
住房保障局审批之后即可入
住。 截至8月底， 已有220位
出租户与区住房保障局和街
道筹委会签订了三方租赁合
同，剩余80套指标房屋将通过
公开抓阄的方式分配到户。

本报9月8日讯（卢跃 李礼壹 杨
军）记者近日从益阳市了解到，今年益
阳市对行政审批事项进行大幅削减。
目前， 该市保留执行的行政许可事项
已由原先的274项减少为98项，非行政
许可审批事项由38项减少为17项，管
理服务事项由268项减少为124项，审
批许可项目共计压减了58.8%。

从今年3月开始， 益阳市对市直各
部门实施的行政审批许可项目进行新

一轮清理。 清理过程中，对公民、法人或
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市场机制能够
有效调节、行业组织或中介机构能够自
律管理的，放松政府管控。 而对事关广
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则加强监
管。 如涉及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文
化教育、建设规划、住房保障等重大民
生领域的审批事项，90%以上予以保留，
确保有关部门在履行管理和服务职能
上不缺位、不越位、不失位。

益阳压减审批许可项目一半多

溆浦发动社会力量助学办教育

雨花区回租盘活闲置房源
300套安置房成为公租房

9月8日，双峰县杏子铺镇双源村水府庙水库，群众在打捞死鱼。 两天来，该
水库已死亡各种鱼数万条。 水府庙水库是娄底市城区生活用水水源，也是长株潭
地区备用水源。 目前，娄底市和双峰县环保局已派工作人员对水样进行了取证，
有关具体原因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郭国权 摄

▲

大鲵成致富金娃娃桑植

温泉小镇全新起步灰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