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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多云 15℃～25℃
湘潭市 多云 17℃～26℃

张家界 多云转阴 15℃～24℃
吉首市 多云转阵雨 14℃～23℃
岳阳市 多云转阴 14℃～26℃

常德市 多云转阴 14℃～23℃
益阳市 多云转阴 14℃～25℃

怀化市 多云 15℃～23℃
娄底市 多云 15℃～25℃

衡阳市 多云转阴 16℃～27℃
郴州市 多云转小雨 17℃～26℃

株洲市 晴 17℃～26℃
永州市 多云转阴 17℃～27℃

长沙市
今天到明天，多云到阴天
北风 4~5 级 16℃～25℃

２０13年10月15日 星期二
通讯员新闻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 市州新闻 9

长沙5家公交企业
整合成2家

另外3家整合在积极协商中
本报10月14日讯 （记者 陈永刚 通讯员 陈东风

龙辉明）记者今天从长沙市交通运输局获悉，长沙公交
企业整合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原8家公交企业中，有5
家已顺利整合成2家，其中嘉年华、万众、红光巴士整合
成“都市公交”（暂用名），龙骧、恒通巴士整合成新的

“龙骧巴士”。 另外3家企业整合也在积极协商中。
此前，由于长沙公交企业多达8家，经营主体多元

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线路调配难， 也造成行业资源浪
费， 部分热门线路车满为患， 部分偏远线路则无车去
跑，还有相当数量的新建小区、新修道路、新通车的桥
隧不通公交，企业逐利性与公交公益性形成矛盾。今年
8月，长沙市出台了公交企业整合方案，鼓励公交企业
以兼并、购买、重组方式进行自主整合，最终形成2至3
家公交企业，每家车辆规模在1000台以上。

9月30日，龙骧巴士和恒通巴士组建成新的“湖南
龙骧巴士公司”，10月1日起新公司开始运营。记者今天
走访时发现，501、502、503路等原恒通巴士公交线路，
车辆标识已全部改成“龙骧巴士”。10月11日，嘉年华巴
士、万众公交、红光巴士完成整合，拟组建新的“长沙都
市公交有限公司”（暂用名），新公司运营公交车辆将超
过1100台。 此外，湖南巴士、众旺公交、三叶公交整合
也在积极协商。

“公交企业整合， 就是要实现长沙公交行业集约
化、规模化经营，将公交企业做大做强，有利于优化公
交网络、提升服务质量，让市民得到实惠。 ”长沙市交通
运输局副局长浣灿勇说。

岳阳黄茶产值
占全国七成

“黄茶之乡”将办茶业“奥林匹克”
本报10月14日讯 （记者 徐典波）“第九届中国茶

业经济年会暨首届中国（岳阳）黄茶文化节，将于10月
29日至31日在‘中国黄茶之乡’岳阳召开。 ”12日，中国
茶叶流通协会在岳阳发布了这一新闻。

中国茶业经济年会是我国茶叶行业最大的信息交
流和沟通平台，被誉为业界的“奥林匹克”盛会。岳阳黄
茶历史久远， 目前黄茶产值占全国70%。 拥有被誉为

“黄茶之冠”的君山银针、巴陵春等多个知名品牌，2011
年被中国茶业流通协会授予“中国黄茶之乡” 称号。
2012年，岳阳全市加工、销售各类茶叶3万吨，茶叶综
合产值达35亿元，是全国3个重点黄茶产区中规模最大
的集中产业区。

投资13亿元大兴水利

衡阳销号“干旱死角”
本报10月14日讯 （记者 朱章安 通讯员 江勇

李英姿）记者今天从衡阳市水利部门获悉，今冬明春，
衡阳水利建设将完成“1351”目标任务，即总投资13
亿元、投工投劳5000万个、完成土石方1亿立方米。

衡阳市各地针对今年大旱暴露的问题，有针对性
地制订了兴修水利方案。 今冬明春，全市将重点实施
水源、畅通、销号3类工程，即针对今年干旱中各地普
遍存在的水源工程不足的问题，新上一批、改造提质
一批、修复一批水源工程；完善全市各类灌溉体系，发
挥灌区效益，做好渠道清淤、维修工作，切实提高渠系
水利用率；对今年大旱中的“干旱死角”，各地进行全
面摸查，对暴露出来的饮水困难、生态与生产用水紧
缺的问题，分批进行解决，解决一个，销号一个。

衡阳市今冬兴修水利谋划早、动作快。 今年深受
旱灾之苦的衡阳县，从县城西渡镇往北，台源、渣江、
溪江等乡镇均已拉开大兴水利的序幕，专业施工队修
堤、开渠，当地村民自发参与，演水河、武水河、岳沙
河、石狮港、横江河等小流域综合治理同步启动。 目
前，全市已落实计划修复水毁工程500处，新修和加
固堤防100公里，疏浚河道100公里，加固小型水库74
座，建设乡村供水工程66处，兴修“五小”水利工程3
万处。

不见明星身影
群众成为主角
株洲节俭办市运会开幕式

本报10月14日讯（记者 周怀立）10月12日，株洲
市体育中心热闹非凡， 该市第十二届运动会开幕式在
这里举行。 与往届不同的是，开幕式上不见明星身影，
群众成为主角。 5200余名参加开幕式的演员，全部是
来自各个学校的学生及群众体育爱好者。

按照“简朴办市运”的要求，株洲市此次市运会开
幕式不请明星演员，主角就是运动员、体育爱好者。 开
幕式服装道具尽量租借，或自己制作，仅这一项就节约
经费10多万元。开幕式安排在白天，节约了灯光舞美支
出。 主题曲《大家一起来》11名演唱者，都是当地学生。

开幕式上的节目，从千人太极表演《古桑谣》，到千
人广场舞《给心放个假》、千人广播体操，到特色节目
《我的足球，我的梦》、《神农火舞》、《百龙争先》等，一色
原汁原味的“株洲味”，同样精彩纷呈。一位观众高兴地
说：“群众参加演出，更能体现群众体育的精神。 ”

株洲举办全国首届
原创广场舞大会演

本报10月14日讯（郭畅达 李文峰）全国首届原创
广场舞大会演大幕11日在株洲市神农城广场开启。 来
自全国各地的广场舞队代表和3000名广场舞友一起
迈开舞步，吸引成千上万市民观看。

没有明星大腕、尽是“民星”登台，请群众当主角、
让大众竞创新，是这届原创广场舞大会演的最大特色。

“平时有空时，我们就喜欢聚在一起跳跳舞，不仅锻炼
了身体，也通过编舞排练开拓了思维。 举办这次活动，
让我们有机会相互切磋交流心得。”一位参赛大妈高兴
地对记者说。

这次大会演由文化部批准， 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会
和株洲市委宣传部共同主办，是目前全国规格最高、规
模最大的一次集体广场舞活动。此后一个多月，全国20
多个省、市、自治区近300支广场舞队伍近万人将分批
次到株洲会演，优胜者参加决赛争夺“舞神”奖杯。会演
产生的全国十强队伍还将集中到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
《健身舞起来》栏目表演。

株洲市有着深厚的广场文化底蕴和群众基础，广
场舞已成为很多株洲市民的一种生活习惯。 该市曾连
续举办四届全市广场舞大赛、两次万人广场舞会演，并
多次组织广场舞团赴北京、台湾等地巡演和交流。

本报10月14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尹振亮 胡承苏）日前，随着投
资3500多万元的嘉禾县伟旭铸造有限
公司试产， 该县珠泉镇石燕村村民胡
承卫等28个中青年劳力有了新工作。
据悉，近2年来，该县通过打造“半小
时工业圈”， 带动近4万名农村剩余劳

力就近实现转移就业。
嘉禾县每年有近10万人外出务工。

近年来，该县在做大做强支柱产业的同
时，每年安排1亿元建设工业园区，形成
了以坦塘铸造工业园为核心，龙潭制造
工业、行廊物流园、塘村锻造基地、石桥
农贸集散中心等相环绕的“半小时工业

圈”，先后吸引140多家规模以上企业入
驻，提供就业岗位近4万个。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门积极做好就业服务工
作，在全县各乡镇和部分社区建设就业
保障平台20个，在242个村设立联系点，
实现了县、乡镇、村三级就业信息共享，
让劳动者和用工单位无缝对接。

公安及时介入

4万元短信诈骗款
“完璧归赵”

本报10月14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邓秋燕
刘雪峰）10月14日，江永县粗石江镇宋村田女士把一
面“人民好警察”的锦旗，送到该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民
警手中，感谢他们为自己追回被诈骗的4万元。

9月25日，田女士在该县农业银行排队等候给弟
弟打款时，突然收到一条手机短信：钱还没打吧！我那
张银行卡的磁条坏了，把钱打到这张农行卡上，6228�
4810� XXXX� XXXX� XXX,户名，杨某。 田女士误以
为是弟弟发来的信息， 往短信所述的银行账户汇入4
万元。随后，打电话给弟弟要他查收。弟弟却说自己未
发短信更改账户。田女士这才明白是上了电信诈骗的
当，当即报警。

接警后，该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第一时间将对方账
户冻结， 随即安排民警奔赴账户开户地邵东县侦查，
辗转邵东、隆回、长沙三地调查取证。查明杨某系隆回
县人，目前就职于长沙，前段时间不慎丢失了身份证。
没想到，不法分子利用其丢失的身份证在邵东县农业
银行办理了一张银行卡实施电信诈骗。 10月13日，办
案民警将冻结的4万元“完璧归赵”。

嘉禾“半小时工业圈”吸纳4万人就业

中南最大“苹果”体验店
将落户长沙

本报10月14日讯 （记者 熊远帆） 近日， 拥有
苹果代理权的长沙晨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与长沙万
家丽国际MALL生活购物广场签署进驻协议， 公司
将在万家丽国际MALL设立一个营业面积近500平
方米的苹果体验店， 这也将是中南地区最大的苹果
体验店。

晨奥科技自2008年拿到苹果代理权以来， 已在
湖南开设了10多家苹果专卖店。 即将进驻万家丽国
际MALL的中南最大体验店， 将集苹果系列产品的
销售、 软件配套和服务于一体， 打破传统消费理念，
让消费者在体验中找到购物的乐趣。 万家丽国际
MALL副总经理徐洪剑介绍， 该店所在的万家丽国
际MALL生活购物广场3C体验中心， 集中了电子行
业各大品牌， 将成为拥有全球电子系列产品最全的
超级集合店。

践行群众路线 着力促进民生

本报10月14日讯 （记者 张湘河 通
讯员 张伯传） 总投资3000多万元的湘西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残疾人康复中心近日
开工。 这个全省目前规模 最 大 的 残 疾
人综合服务中心的建设 ， 标志着当
地 贫 困 残 疾 救 助 工 作 迈 入 新 阶 段。
近年来， 自治州共使2183名贫困残疾人
享受康复、 培训、 托养的“贴身温暖”，

荣获全省残联系统为民办实事工作一等
奖。

自治州残疾人占总人口7.17%， 高于
全国、 全省平均比例。 州委、 州政府努
力构建为残疾人办实事长效机制， 将残
疾人事业纳入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 并
纳入对各县市党委、 政府和州直主管部
门“四个文明” 绩效考核指标， 财政投

入逐年增长。 同时， 鼓励民间资本注入，
康复、 托养机构和志愿助残组织发展迅
速。 目前， 全州1812个行政村、 178个社
区居委会均建残协并配专职委员。 吉首
市还将城市社区的专职委员全部纳入公
益性岗位， 落实了补贴待遇。 全州已建
助残志愿者联络站2100多个， 培育专
职、 专业、 志愿者队伍1.4万人。 在积

极进行贫困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 贫困
残疾人就业等工作同时， 该州还努力探
索贴身服务新方式， 目前， 全州托养救
助服务贫困残疾人1020名、 居家服务
1010名。 保靖县残联对全县100名贫困
残疾人实施了居家救助服务， 除了免
费送上粮油， 还经常组织志愿者对他们
进行心理辅导。

本报10月14日讯（记者 戴勤 蒋剑平
通讯员 罗佳成 曹良海）记者日前晚上途
经隆回县石门乡合龙村路段时，路旁亮着
一盏盏太阳能路灯。 灯下，一些村民在散
步。 他们告诉记者，这些路灯是驻村群众
工作站多方筹资100余万元建成的。

为切实为百姓办实事，隆回县在全县
建了330个群众工作站。 但由于缺少科学
的评价标准和监督手段，少数群众工作站

工作效果不好。 针对这一现象，今年初，县
里经过调研，决定对群众工作站进行星级
评定。 具体实施中，根据群众工作站业绩，
由低到高设为二星、三星、四星、五星4个
等次，一年一评审。 县里明确规定了群众
工作站星级评定软硬件指标，包括硬件建
设、制度建设、社会和谐、任务完成情况以
及走访率、信访积案化解率、群众满意度
等。 把星级评定结果纳入绩效文明考核范

畴，作为工作站工作人员评先评优、提拔
任用重要依据。

实行星级评定，极大地激发了群众工
作站工作人员服务群众的工作热情。 今年
初以来，隆回县1490多名群众工作人员每
月坚持进村入户20天，主动担当起政策法
规宣传员、社情民意收集员、矛盾纠纷调
解员、为民办事服务员的职责，先后走访
群众20余万户， 排查社会矛盾1200余起，

化解各种矛盾纠纷2000余起，化解信访积
案12起，为民办实事1800余件。目前，全县
330个群众工作站中， 有250个评为三星
级。

自治州“贴身温暖”残疾群体

隆回县“星级评定”群众工作

10月14日，中国凤凰第四届苗族银饰服饰文化节在凤凰古城闭幕。来自贵州、云南、湖南等省区的17支苗族服饰银饰展
演队齐聚凤凰，同台竞秀，展示了苗族银饰服饰的无限魅力。 本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黄晓军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