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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晴 22℃～34℃
湘潭市 晴 23℃～35℃

张家界 晴转多云 21℃～34℃
吉首市 多云 21℃～32℃
岳阳市 多云 25℃～32℃

常德市 晴 21℃～32℃
益阳市 晴 24℃～33℃

怀化市 晴 22℃～34℃
娄底市 晴 22℃～35℃

衡阳市 晴 24℃～36℃
郴州市 晴 23℃～35℃

株洲市 晴 23℃～35℃
永州市 晴 23℃～34℃

长沙市
今天到明天,晴天
南风 ２~3 级 24℃～34℃

２０13年9月17日 星期二
通讯员新闻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 市州新闻11

本报9月16日讯（记者 周云武
通讯员 资涵）今天上午，长沙市望城
区启动项目建设“百日攻坚大会战”。

大会战中， 望城区提出 3个
“100”，即抢抓100天黄金建设期、实
施100个重点项目建设、 完成超过
100亿元项目投资， 顺利实现年度项
目和固定资产投资目标。

区委书记谭小平介绍，国庆节前
后，黄桥大道第三段、旺旺东路、车商
世纪城等20个项目将竣工或投产、投
运；明年元旦前后，区行政中心、万家
乐壁挂炉、博翔纺织、湾田国际（二
期）等21个项目竣工或投产、投运。望
城区委、区政府要求，各级各部门要
精细服务，优化办事流程，简化审批

程序，压缩审批时间，加快工作节奏，
强化后续监管， 不断提高行政效率，
努力为项目建设提供高效、 快捷、一
流的政务服务，在征拆安置、用地报
批、资金保障等方面，给予项目最大
帮助。 同时，决定推进“两帮两促”项
目动态联系机制，推行分片指导法和
综合分类破解法， 实行首问责任制、

一次告知制、限时办结制，实现执行
政策零折扣、部门（乡镇）服务零距
离、生产经营零干扰、处理问题零缺
位“四零”工作要求。 针对重点工程建
设中存在的非法阻工闹事、 强买强
卖、强揽工程等违法违规行为，该区
将深入开展“铁拳行动”，保持专项整
治高压态势。

本报9月16日讯 （记者 陶小爱
通讯员 邓利良 童纪源） 近日， 宁
乡县推出农副产品加工业战略发展
纲要， 提出3年投资108.9亿元， 打
造全国高端肉类第一品牌、 全国最
大食品产业群、 全国现代农业示范
区三大农业产业航母， 跻身全国农
副产品加工业第一方阵。

宁乡粮、 猪、 家禽出产量均居
全国县域前列， 宁乡花猪为全国四

大名猪之一， 宁乡经开区获评“中
国食品工业示范园”， 宁乡全县农副
产品加工企业达1000多家， 农副产
品加工业品牌数居全省第一。

借今年5月获批首轮省特色县域
经济重点县契机， 宁乡再掀农副产
品加工业建设高潮。 重点打造全国
高端肉类第一品牌。 依托宁乡花猪
特色优质资源， 大力引进龙头企业，
促进精深加工， 在全国建立宁乡花

猪肉专卖、 餐饮连锁等营销网络体
系， 将宁乡花猪打造成为国际知名、
国内高端的安全放心肉类品牌； 打
造全国最大食品产业集群。 以宁乡
经济技术开发区食品产业园为主平
台， 全力把农副产品精深加工业打
造成为500亿元产业集群。 到2015
年， 全县农副产品加工转化率达70%
以上； 打造全国现代农业示范区。 推
进粮食品牌战略， 连片建设西部富硒

有机粮油生产基地， 巩固湖南粮食生
产第一县和全国粮食生产标兵县地
位； 推进宁韶线绿色蔬菜走廊建设，
成为长株潭及周边城市群优质“菜篮
子” 供给地； 推进沩山万亩富硒有机
茶叶走廊建设， 打造“天下黄茶看湖
南， 湖南黄茶看沩山” 驰名品牌； 推
进朱良桥赤龙岛湖泊水果庄园和其他
特色水果基地建设， 努力打造成为全
国特色水果供应重点县。

通讯员 杨亲福
本报记者 段云行

又到教师节。 新化县奉家镇玄溪
小学的师生深情地追忆邹青华校长。

2012年9月10日，上完课后，邹青
华召集全体教师开了教师节座谈会。
会议结束时，邹青华微笑着对大家说：

“近段， 我感到身体越来越不对劲，准
备明天进城检查一下。 ” 谁也没有想
到，这一去，便再也没有回到讲台！

邹青华1964年出生在玄溪村，从
小就发奋读书，成为山区首批考上中
专的学生。 毕业后，被分配在新化县
水车中学，教学成绩优秀，先后被提
拔为教导主任、双林中学校长。 2003
年春，因患类风湿病。 他辞去了双林
中学校长职务， 回家乡玄溪小学任
教。 跨进玄溪小学校门，他又被全体
老师一致推选为校长。

他一边教书， 一边治类风湿病。
2005年暑假，经县人民医院检查，他又
患了冠心病，医生建议他住院治疗。他
没听医生的话， 对妻子说：“冠心病是
养身病，住院没用的。 身在讲台，心在
学生， 乐而忘忧， 便不感到身体的疾
苦。 ”就这样，他一直没有请假。

笑对人生，笑对生活，笑对学生、
家长和老师，是他留给大家最美好的
回忆。罗雪兰老师回忆说：“在我的记
忆里，邹校长在他的最后一个教师节
座谈会上，没有半点病态，一直是一
张笑脸。 会后，他还带着那张笑脸约

我一起去3位特困生家里进行了访
问。 一想起这事，我就会流泪。 ”

他的堂弟邹桂华介绍，2012年7
月1日， 玄溪小学放
暑假，7月3日， 他首
次进省医院检查，结
论还是冠心病。 回到
家里， 他高兴地说：
“不是癌 ， 我放心
了！ ”但没过几天，他
倒床了！ 他不得不再
次去省医院检查，结
论是肾衰。“完了！ ”
他心里明白，但没有
对身边的妻子说出
来。 妻子要他下学期
请病假 ， 他断然拒
绝：“我这病，请不请
假一个样！ ”妻子奈
他不何，顺从了他的
意志。 9月1日开学，
他依旧带着笑脸，走
到讲台前。 但是，他
只坚持了10天。

9月11日， 他进
了省城医院 。 几天
后，心萦校园，情系
学子， 他断然出院，

但一回到家里又倒下了！
10月20日，妻子罗玉青把他再次

送进医院。 在医院里，他笑对妻子立

下遗嘱，永远地离开了人世。 2012年
11月2日，邹青华的遗体运回家乡。刚
进屋，老天下起雨来。

本报记者 匡玉
通讯员 邓松柏

9月14日，星期六。 7时30分，祁东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驻太和堂镇

“三位一体” 联村工作队员李德伟，乘
车从县城出发前往其联系点。 太和堂
镇位于祁东最西部，离县城有70多公
里，是祁东自然条件较差的地区。

祁东从今年初开始，在全县推广
“三位一体”联村工作法，即县直机关
一名干部、政法单位一名干警和一名
乡镇干部共同联系一个村，“联村”干
部主要利用双休日、节假日，到村里
帮村民解决实际困难。

8时50分，到达了李德伟联系的
燕子岩村。 该村821人，人均只有0.3
亩田，但村里有4000多亩山地。 李德
伟到村民家中喝了一杯水，就往自来
水施工工地跑。由于燕子岩村属岩溶
地形，不易保水，干旱严重时人畜饮
水困难。“联村”工作队把解决村民饮
水问题摆到首位， 积极向上反映，争
取了数十万元资金。村里也设法筹措
了一部分，在8月底将自来水接通了。
现全村有近一半农户用上了自来水，
10月底可全部用上自来水。 在工地，
李德伟反复叮嘱施工人员，农民的钱
来之不易，一定要注意质量。随后，他
又来到通组公路施工现场。通过县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干部职工捐款、
村民自筹和村里在外务工经商人员
募捐，村里在修一条长500多米长的
通组公路，年底可竣工。

中午，李德伟又来到包山村。 该
村也是县人社局的联系点，村里新修
的水泥路通到了每家每户。村支书陈
善凤告诉记者， 他当了20多年村支
书，修好路是他梦寐以求的。 但村民
思想不统一，筹款不顺畅。 县人社局
干部不但为他们向上争取资金，还挨
家挨户做工作， 半年多就把路修好
了。 李德伟就公路两边的排水沟、护
肩及路面保养等问题，与村干部详细
商讨，尤其对公路款结算作了细致交
待，要求一定做到公开、透明，让村民
放心。李德伟还看了村里的自来水工
程。 包山村的自来水管道有9000多
米长，现已接进村，年底可进户。由于
投资大，工程20万元缺口，是村支书
陈善凤用家产做抵押，向信用社贷的
款。李德伟对陈善凤说，你放心，我们
一定想办法争取上级支持， 还清贷
款。

晚上6时多， 李德伟才乘车返回
县城。 第二天清早，他还要为村民的
事去长沙一趟。

本报9月16日讯 （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杨捷灵 楚雯） 今天
上午， 在中方县桐木镇大松坡村
“蒲海” 边， 没有鲜花、 没有气
球、 没有文艺表演， 中国·怀化
（中方） 首届刺葡萄节开幕。

这届刺葡萄节由中国食品工
业协会葡萄 （果） 酒专业委员会、
中国园艺学会葡萄与葡萄酒分会
及省旅游局、 省农业厅、 省体育
局与怀化市政府主办， 节会期间，
将举办千人游园采摘活动暨吃葡
萄大赛、 中方“湘西味道” 旅游
休闲购物街开街、 刺葡萄产业发
展科技论坛、 古韵荆坪文化游、
首届环“蒲海” 山地自行车邀请
赛等活动。

中秋的中方， 刺葡萄碧叶连
天， 一望无际。 徜徉在“蒲海”
中， 中方县委书记张霞向游客介
绍， 中方“湘珍珠” 葡萄种植已
有400多年历史， 是中国刺葡萄
原产地。 目前， 全县葡萄栽培面
积达4.15万亩， 占中国南方刺葡
萄种植总面积的三分之一， 为果
农年直接增收近1亿元。

为提高“湘珍珠”附加值，中方
县计划投融资数亿元， 到2020年
新增刺葡萄种植3.3万亩， 新建葡
萄酒厂2座、酒庄10家，并建设紫秋
蒲海、蒲海拾趣等10大景点和25家
高端旅游度假养生庄园。

开幕式上， 中国农学会葡萄
分会、 省旅游局负责人分别向中
方县颁发了“中国刺葡萄之乡”
证书、 上海大世界基尼斯最大刺
葡萄藤认证证书。 项目签约仪式
上， 签约项目12个， 合同引资
36.2亿元。

本报9月16日讯 （通讯员 向民
贵 胡大刚 记者 周小雷） “这是广
大党员的一点心意， 群众有难党员
帮， 党员有难组织帮。” 近日， 泸溪
县委常委、 组织部长、 统战部长吕
永辉一行来到县人民医院， 看望身
患肺癌、 刚从长沙放疗回来的石榴
坪乡党员黄老五， 送来党内帮扶金
3000元。

今年5月以来， 全县29个基层党
（工） 委对特困党员进行调查摸底，

按党组织隶属关系逐级推荐， 并严
格按照党员个人申请、 党支部受理
公示、 党 （工） 委审核、 组织部复
核等环节， 向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委组织部申请党内帮扶基金。 列
入第一批救助对象的共有21人， 州
委组织部下拨党内帮扶基金6.3万
元， 用以帮助患重大疾病和生活十
分困难的党员。 同时， 该县“雪中
送炭”， 从县管党费中拨付5.2万元
给全县100名困难党员。

开展项目建设大会战望城

倾力打造“中国南方最美葡萄沟”

中国·怀化（中方）首届刺葡萄节开幕

“搭帮政府办葡萄节， 山沟沟里通了柏油路， 葡萄卖了好价钱， 农家旅游好红火。” 9月16日， 中方县桐木镇大松
坡村 “百年老藤” 农家乐， 正在摘葡萄的主人彭大娘笑呵呵地说。 陈湘清 摄

本报9 月1 6 日讯 （通讯员 汪
文革 娄文谦 记者 杨军） “你们业
务好熟练， 办事真快啊！” 近日， 桃
江县货车司机小王在县国税局办税
厅办完事后， 由衷地向办税人员竖
起大拇指。 小王是来代开普通发票
的， 从进入办税厅取号， 在导税员
辅导下填好表格， 到缴清税款、 拿
到发票， 整个过程只用了5分钟。 桃
江县国税局以高效率的办税服务得
到纳税人称赞， 已连续5年实现零投

诉。
桃江县国税局今年对现行纳税

服务流程进行再优化， 使办税服务
效率在比省局目标时限提速20%的
基础上， 再提速10%。 为此， 他们
全面整合办税厅窗口职能， 再造办
税流程， 实现纳税“一站式” 服务，
并建立健全了首问责任制、 一次性
告知制、 导税咨询服务制、 限时服
务制、 预约服务制等服务制度， 达
到了办税时限再提速10%的要求。

桃江国税办税提速

大山深处一红叶

联村工作队员的一天

记者�� ��在基层

泸溪为特困党员“雪中送炭”

本报9月16日讯 （记者 杨军）
9月16日上午， 益阳盛源矿业有限
公司桃江县灰山港镇源嘉桥硫铁
矿发生一起5名矿工被困井下窒息
事故。 5名被困矿工经抢救无效死
亡。

事故发生后， 益阳市和桃江
县主要领导第一时间带领救援人
员赶赴现场， 全力抢救被困人员。
从10时50分至13时50分， 5名被
困人员相继被救出， 并被紧急送
往医院救治 ， 经抢救无效死亡 。

目前， 当地党委、 政府正全力做
好相关善后工作。 安监部门初步
认定， 5人系中毒窒息死亡。 据了
解， 源嘉桥硫铁矿是一家民营企
业 ， 此前已有半年没有生产了 。
县公安局已将企业法人代表盛栋
梁等4人进行控制调查。 事故详细
情况和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同
时， 桃江县政府迅速发出通知，
要求全县所有矿山企业一律停产
整顿， 全面部署安全生产大检查，
已派出3支队伍进行督查落实。

桃江发生矿工窒息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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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人经抢救无效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