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速公路迎返程高峰
7日24时将恢复收费运营

本报10月6日讯 （记者 邓晶琎）7日是国庆小长
假最后一天。 记者今日从交通部门获悉，7日15时起
将迎来高速公路返程客流高峰期， 建议司乘人员错
峰出行。

据交通部门预计，7日15时左右，长沙城区周边的
长沙、雨花、李家塘、长沙西、学士收费站均将迎来车流
高峰，预计返程高峰将持续至7日22时。建议司乘人员
选择较为通畅的国省道出行，并选择错峰出行。

高速公路部门提醒，7日24时起， 高速公路将恢
复收费运营。 建议临近24时前仍在高速公路行驶的
小车合理安排下高速的时间，并可采用“先下后上”
的方法以便享受最大优惠。

本报记者 刘文韬 乔伊蕾 白培生
通讯员 谭家胜

今年1至8月， 郴州市实现财政总收入139.3
亿元，同比增长20.3%，增幅居全省第一。在上半
年全省社会管理综合治理民意调查中排名第一。

数字，不但反映了郴州的快速发展，也蕴含
着干部作风的转变：近两年来，郴州市持续推进
干部作风大整顿、 把优化环境作为经济发展的

“生命线”，为发展催生了强大动力。

作风大整顿，实现常态化、制度化

7年前的郴州系列腐败案，曾使郴州“名声在
外”，经济社会发展一时陷入低谷。

“系列腐败案发生的深层次原因，还是作风
问题。”痛定思痛，深入剖析，之后的历届郴州市
委班子始终把作风建设放在重中之重，以优良的
作风促进各项工作的推进。

几年的励精图治， 郴州经济社会发展来势
好，主要经济指标跃居全省第一方阵，群众满意
度逐年提升。

经济活了、城市美了、环境好了，在大好形势
面前最容易放松思想，滋生不良习气。

2012年，针对当时工作中存在的精神不振、
政令不畅、纪律不严、工作不实、创新不力、正气
不足、为政不廉等“七不”问题，以及在干部队伍
中一定程度存在的“索拿卡要”、“门难进、 脸难

看、事难办”、“在岗不在状态”等“衙门”顽疾，郴
州市全面开展作风大整顿活动，出台“五个一律
免职”规定，即凡利用工作之便“索拿卡要”、参与
赌博、醉酒驾驶、违反规定大办婚丧喜庆事宜以
及上班时间打牌、下棋、打麻将、炒股、玩电游或
到歌舞厅、洗浴场所休闲娱乐的，一律免职。

当年，在这场被称为郴州“史上最严的治吏
风暴”中，有2229名干部因触及“高压线”被问责，
105名干部被免职，干部作风得到较大改观。

2012年， 在省里的考核中， 郴州市党风廉
政、社会管理、安全生产等方面，都在全省排名数
一数二，经济增长排名第二，绩效考核第一。

“我们既不能长期背负历史的‘包袱’，也不
能在成绩面前沾沾自喜。” 郴州市委书记向力力
认为，作风整顿不能紧一阵、松一阵，而要坚持下
来，严厉下去，实现常态化、制度化，让自律成为
习惯，并最终转化为发展的动力。

今年是郴州“大干新三年、再创新辉煌”的关
键之年。通过深入调研发现，虽然全市机关效能
建设和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经济发展环境与
企业的期盼还有差距。企业“最急的是办事难，最
烦的是部门‘三乱’，最愁的是阻工闹事，最怕的
是政策不稳”。

市委、市政府决定，把整治和优化经济发展
环境作为今年作风大整顿的重点来抓，努力提高
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的执行力， 实现作风大转
变、效能大提升、环境大优化。 （下转3版③）

文明有你 湖南更美

本报10月6日讯 （记者 荆彩 ）
“十一”黄金周第六天，随着黄金周
接近尾声，返程回家成为主题。长线
旅游开始降温，都市休闲游、郊区自
驾游、乡村旅游成为主力。今晚已经
开始迎来返程高峰， 预计将持续至
明天晚上。

本报法人微博今晚7时2分接到
长沙交警支队信息， 因返程车辆集
中，319囯道益阳至宁乡路段出现拥
堵， 宁乡交警提示长益高速施工路
段在宁乡出口以东， 前往长沙方向
的车辆不必在益阳下高速， 可在高
速行驶至宁乡出口再下， 经宁乡大
道左转上金洲大道， 然后选择金洲
大道、319国道长宁段或金洲收费站
回高速。可8分钟后，再次接到信息，
益阳到宁乡这一段的高速至少出现

4起事故，也堵上了。几分钟时间，路
况信息彻底变化， 足见返程路况之
复杂，建议游客尽可能错峰回程。

据统计，纳入全省监测的42个直
报旅游区（点）今天接待游客80.83万
人次，实现门票收入6777.59万元，同
比分别增长3.99%、8.67%。 其中游客
量排名前十的景区是岳麓山、岳阳楼
君山岛、 武陵源核心景区、 韶山、崀
山、世界之窗及海底世界、南岳、炎帝
陵、苏仙岭、凤凰古城。

今天起， 长线旅游开始回落，短
途旅游继续火爆。张家界武陵源天子
山、袁家界、黄龙洞等景点的境内游客
明显减少。株洲炎帝陵景区、岳阳市石
牛寨地质公园、郴州市苏仙岭、湘潭城
郊老铁生态农庄等城郊旅游和乡村
旅游热度不减，停车场车辆爆满。

今往京沪方向火车票售罄
本报10月6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曾勇）

记者今日从广铁集团获悉， 随着外出旅游和探亲旅
客陆续返程，国庆黄金周将于7日迎来铁路客运返程
最高峰。据长沙火车站统计，7日去往北京、上海方向
的火车票已全部售完。

据长沙火车站统计，7日去往北京、上海、广州、
深圳、西安方向的高铁票已全部售完，仅有个别车次
有少量票额。普铁方面，7日去往北京、上海方向车票
已全部售完，去往成都、济南、广州、深圳方向仅有少
量余票。省内短途列车尚有余票。

广铁集团统计， 9月28日至10月6日期间， 广铁
集团共发送旅客908万人，超过往年同期。预计7日迎
来返程最高峰，发送旅客108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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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6日讯 （记者 周怀立
通讯员 贺燕军）大片平整的田地、笔
直的机耕道、深达数米的暗函、密布
田间的灌渠……这是记者近日在株
洲县王十万乡神山村采访时见到的
喜人景象。株洲市土地整理中心负责
人介绍， 这片面积达371.25公顷的农
田，是去年整理出来的。

土地整理是指采取各种措施，对
田、水、路、林、村进行综合整治，提高耕

地质量，增加有效耕地面积，改善农业
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 株洲市自2005
年开展土地整理以来，已实施综合整治
项目221个，整理土地总规模达4.5万多
公顷，总投资逾13亿元。仅去年，省、市
两级投资实施的整治项目就有37个，总
规模0.9万多公顷， 总投资2.43亿元。土
地整理不仅大大改善了农田设施，8年
来，全市还增加耕地10975.52公顷。

为保证整理质量，从项目工程招

投标开始，株洲市土地整理中心就派
员现场监管，组织相关人员对各个标
段进行巡查，对各县市在建项目进行
抽查。通过巡查和抽查，及时对工程
质量、进度进行调度。同时，创新管理
制度， 在全省率先建立周报制度，及
时掌握并处理存在的问题，强化过程
管理。这一做法，去年得到省国土资
源厅肯定，在全省通报表扬。

根据统一要求，株洲市所有经过

整理的土地，均成了“田成方、路相
通、渠相连、沟相接、旱能灌、涝能排”
的高标准农田。整理过程中，一些多
余的田埂、道路被简掉，暗函上面恢
复耕地，一些零星地块也被纳入大片
土地之中，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土地
的标准化程度，最大限度地扩大耕地
面积。据统计，8年来，全市除新增耕
地1万余公顷外， 高产田所占比例也
由原来的14%提高到55%。

本报10月6日讯 （记者 段云行
贺威 通讯员 陈健强） 在9月下旬的
湘商大会上，计划投资50亿元的娄底
众一健康产业园正式签约，为娄底服
务业发展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今
年1至8月，服务业对娄底全市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达41.9%，税收收入29.53
亿元，占全部税收的55.8%。

娄底市工业经济以资源型、 重化
工为主， 在经济受宏观经济调控和市
场疲软双重挤压的背景下，市委、政府
将服务业作为经济增长新的突破点。

去年初，娄底开始全面实施服务业4年
倍增计划， 市里成立了服务业发展协
调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今年，市本级
财政安排500万元作为服务业发展专
项引导资金， 重点奖励扶持现代服务
业发展和重大项目建设。 娄底各市县
（区）也形成了主要领导亲自抓，横向
联合、纵向联动的工作格局。

娄底市将商贸物流、 文化旅游、
现代金融、房地产、信息服务和咨询
业作为发展服务业的重点。 今年，全
市商贸物流旅游市直重点项目共计

68个，已开工建设42个，实际完成投
资27.53亿元。 其中投资约60亿元的
新合作湘中国际物流园已进入热火
朝天的建设阶段，并已有红星美凯龙
等商业巨头正式签约入驻。新化县以
建设大梅山旅游协作区核心，国内著
名、 国际知名的旅游目的地为目标，
全力发展文化旅游， 成功跻
身省文化旅游特色县域经济
重点县行列。上半年，全县接
待游客225万人次，实现旅游
综合收入15.2亿元。

服务业发展为娄底经济释放了
新的活力，上半年，娄底全市第三产
业从业人员占到了全部城镇单位从
业人员的51.6%。 今年1至8月,服务业
实现增加值222.52亿元， 增速高于
GDP和第一、二产业，进一步优化了
产业结构。

株洲 8年增加耕地1万公顷

娄底 服务业税收半壁江山

踏石抓铁 攻坚克难
———郴州推进作风大整顿纪实

炎帝陵苏仙岭登榜前十
建议返程游客尽可能错峰出行

本报10月6日讯 （记者 荆彩 ）
记者连日走访了岳麓山、 橘子洲等
景区， 发现游客随手折枝、 践踏草
地、乱扔垃圾等行为仍然存在。

记者在橘子洲景区看到， 三五
成群的游客或市民坐在江边的草坪
上，边吃东西边聊天，完全无视身旁
的提示标识。待他们起身走后，花花
绿绿的包装还在原地，有些人甚至将
饮料瓶随手丢入江中。岳麓山下铜像
广场旁的一片空地边缘，一次性餐盒
横七竖八足足摆了有半米宽、五六米
长，各种餐巾纸、宣传单、小广告散落
在铜像广场的登高路上。

岳麓山上，“爸爸， 这是什么
树？”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指着路旁
一棵并不很高的树问。 这位父亲随
手折了一段40厘米长的树枝递给小
男孩。记者下山途中，发现至少十多
个小朋友握着长短不一的细枝。

“山下小吃摊比较多，加之这几
天人又多， 我们的保洁人员全天都
在清扫，但完全清理干净，还是有难
度。”岳麓山景区相关负责人向记者
诉苦。 橘子洲景区相关负责人则表
示，“《旅游法》虽已实施，但对游客的
不文明行为只做约束，实施处罚仍有
很多现实困难，只能劝导为主。”

总有一些垃圾在乱扔

本报记者 刘勇

国庆长假，记者前往益阳，当地
人“怂恿”：到了益阳，如果不去老味
街，尝尝老味道，实在太可惜。

10月6日中午， 记者找到了位于
益阳市福中福广场旁的老味街美食
文化广场。但见，场外停满车，场内人
挤人。空气中，香味弥漫，挑逗食欲。

踏入老味街广场， 首先亮出招
牌的是杨大妈的白糖饺、油碗糕、发
粑粑……一群中年人边排队边伸长
脖子往厨房张望：“我离开益阳20多
年了， 一直想吃这些小时候吃过的

东西，今天终于如愿。”老板则像当
年母亲告诫孩子一样招呼：不用急，
人人有份，不够再拿。

往左边走，“擂茶世家” 的摊位
不足两平方米， 老板在此起彼伏的
“来三碗、来五碗”吆喝声中，“擂”芝
麻、放花生，忙得不亦乐乎。记者也
来一碗，只觉香中带咸，醇香爽口。

摩肩接踵中，继续“寻味”。安化
原味店里的安化砣粉、小炒干苦瓜，
曹记名下的河蚌王、兰溪牛杂，各种
经典美食在此集合， 当地人乐于回
味，外地人抢着尝新。

（下转3版①）

“商场里面卖排档”

不去老味街 不算美食家

本报10月 6日讯 （记者 肖军
通讯员 杨捷灵）游蒲海景区，看百年
老藤，吃珍珠葡萄，喝野红美酒……
10月6日下午1时，在中方县“南方葡
萄沟”的“百年老藤”农家乐，屋里屋
外、葡萄架下，客人坐得满满当当，
还有客人在葡萄长廊里排队等候，
很多游客见一桌难求只得开始“抢
桌位”。主人彭大娘一边安排一边笑
开了花：“11点半基本上就满客了，
现在来的话要等到下午2点才有饭
吃，平均每天有三四十桌客人，每桌
平均400元左右。”

据了解，国庆期间，中方县首届
刺葡萄节带来的宣传品牌效应，带
热了该县“南方葡萄沟”特色游，“荆
坪古村农家乐”、“葡萄架下农家乐”
等特色农家乐吸引了大批游客，火

爆异常，除怀化本地游客外，还有许
多来自怀化周边县市区，甚至长沙、
上海、广州等地的自驾游游客。

中方县境内拥有近3万亩“湘珍
珠”刺葡萄园，“湘珍珠”刺葡萄首尾
相接、碧叶连天，被“世界杂交水稻
之父”袁隆平先生誉为“中国南方葡
萄沟”， 是中方十大自然景观之一。
国庆期间， 该县推出了“中方生态
城———荆坪古村———南方葡萄沟”、
“康龙原始次生林———铁坡梯田”等
多条精品休闲旅游线路，重点在“南
方葡萄沟”内规划了紫秋蒲海、蒲海
拾趣等10大景点， 修建了蒲海观光
长廊、百年老井阁楼、百年老藤长廊
等人文景观，并挂牌扶持发展了8家
标准化的“葡萄架下农家乐”。

（下转3版②）

流水席每天几十桌
“南方葡萄沟”排队吃饭

本报10月6日讯 （记者 廖声田
尹超 通讯员 邓道理）“十一” 黄金
周，张家界旅游空前火爆，随着《旅
游法》的实施，张家界的旅游购物格
局也悄然改变。连日来，无论是在各
大景区，还是在城市商品街，记者发
现， 以销售本地土特产为主的自助
购物店依然门庭若市。

记者在武陵源城区的亘立超
市、梅尼超市、溪布街等多家自助购
物店看到，前来参观、选购张家界土
特产的各地游客络绎不绝。“带点土
特产， 让亲友一起分享张家界旅途
的精彩。”来自山东的游客赵先生坦

言，《旅游法》 实施既保证了景区游
览质量， 又为自由购买当地特色纪
念品创造了空间。“销售额比平常翻
了两番。”“湘小伍家” 是主营张家界
土特产著名品牌，琳琅满目的各类纪
念品达117种，备受自助游一族青睐，
“家长”朱万璋介绍，“十一”期间每
天都忙到晚上12点才打烊。

相反， 武陵源城区多家以经营
珠宝、 水晶为主的定点购物店却门
可罗雀，生意清淡，除了几名导购员
外空无一人。“逼着我们以后在产品
开发经营上转型。”

（下转3版④）

游客自助购物 商店半夜营业

10月6日，湖南中医药大学含杏文学社举办汉服诗会，社员们身着汉服走进学校的药植园吟诵自创的诗词作品，并通过诗词描述找寻相应的药材。
他们将古典文学与中药学结合，创作古体诗，也有词和现代诗，提升中医学的古典文化魅力。 本报记者 赵持 通讯员 张觅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