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2月2日讯（记者 周
怀立） 日前， 记者从炎陵县获
悉， 该县衡穗蔬菜种植基地项
目因造成严重水土流失等生态
问题， 县有关部门已正式责令
该项目停止运营， 并积极规划
对引起水土流失区域进行生态
维护、生态恢复。

2004年，衡穗蔬菜种植基
地租赁炎陵县大院农场和青石
冈国有林场土地， 从事高山蔬

菜种植。近年，由于基地规模扩
大后， 采用了纵向整带坡耕式
粗放耕作，致使水土流失严重，
影响到下游水资源水环境。去
年6月， 炎陵县人大常委会建
议基地限期关停以恢复高山植
被。去年8月，县政府作出决议，
确定限期整治基地， 尽快退耕
还林还草。近日，县环保局责令
基地立即停止建设、运营，并按
要求恢复原貌。

本报12月2日讯 （记者 徐
亚平 通讯员 蒋纪） 日前， 韩国
衣恋集团在湘阴县一中设立“衣
恋阳光班”。 该集团计划捐资45
万元， 在高一年级资助50名品学
兼优、 家庭贫困的学生， 每人每
学年3000元。 从2000年开始，

衣恋集团从赈灾、 助残、 扶贫、
助学、 支持文化艺术等方面和各
个慈善机构合作， 2011年设立
“衣恋阳光助学项目”， 成立“衣
恋阳光班” 专门资助贫困、 优秀
高中生。 目前， 我省共有10个
“衣恋阳光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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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多云转晴 5℃～21℃
湘潭市 晴 3℃～19℃

张家界 晴 5℃～22℃
吉首市 多云转晴 5℃～20℃
岳阳市 晴 6℃～18℃

常德市 多云转晴 6℃～19℃
益阳市 多云转晴 6℃～20℃

怀化市 多云转晴 5℃～19℃
娄底市 晴 7℃～21℃

衡阳市 多云转晴 6℃～21℃
郴州市 多云 6℃～23℃

株洲市 多云转晴 6℃～19℃
永州市 晴 8℃～21℃

长沙市
今天晴天间多云，明天晴天间多云。
北风 ２ 级 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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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毛主席像章3万余枚

◎责任编辑 刘凌 实习版式编辑 张杨◎

本报12月2日讯 （记者 肖军 通讯
员 杨晓 杨昌伟）11月28日，辰溪县仙人
湾瑶族乡望儿塘村兴旺砖厂的3万元零
散税款，被征收入库。到目前为止，该县
完成乡镇个体零星税收征收350万元。

今年来，辰溪县确立“广生财，巧聚
财，严用财”财税工作思路，念好“生、聚、

用”“三字经”，增强财政活力。今年1至10
月，全县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累计完成3.2
亿多元，同比增长15.08%。

围绕骨干财源建设， 县里科学敲定
了46个重点项目工程， 概算总投资达
105.7亿元 ,作为配套举措，实行政府性
存款与金融机构贷款发放挂钩， 促使金

融机构支持财源税源项目建设。 大胆实
施改革， 将首批56个一级预算单位非税
收入纳入财政全口径预算管理， 并切实
规范非税支出管理， 真正实现非税收入
由“部门的钱”向“财政的钱”转型。

同时，辰溪县委、县政府厉行节约，
严格执行财政预算， 重点压缩会议和接

待开支，确保全县年招待费节支1000万
元。认真清理和规范津补贴发放，规范公
车使用管理， 强化财政资金绩效评价和
预算评审，最大限度节约财政资金。1至9
月， 全县共对220个政府投资项目进行
了绩效考核和绩效评审， 送审金额7.11
亿元，审减1.68亿元，节约率达23.73%。

本报12月2日讯（记者 彭业忠 通讯
员 满延春 覃基星）近日，记者走进了永
顺县偏远的青坪镇，只见街道整洁干净。镇
党委书记王权介绍， 动态制党费制度激活
了农村党员的积极性， 党员不仅带头搞好
自家卫生，还帮助搞好公共环境卫生。

今年4月25日开始， 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州委组织部和永顺县委组织部在
青坪镇进行农村党员党费标准动态评定
试点。各村专门召开党员交纳党费额度的

“商议”大会，党员先申报自己家庭的月
收入，对每月交纳党费额度进行“自评”；
然后党员们对彼此的月收入情况和党费
交纳水平，进行“互评”；最后由村支部委
员会进行“审评”确定，一年一评。

青坪居委会支部书记田中林介绍
说，村里共有29个党员，在家的有22人，
大家开会一致赞成改变党费交纳标准，
并划分为3个层次：创收能力强、或做生
意的党员，每人每月10元；在家务农或在

外打工的党员， 每人每月2.5元；60岁以上
老党员,�每人每月1元。党费评定，使大部
分党员自愿提高了交费标准，也激发了大
家做好党员的积极性。

偏僻的两岔村，今年7月份开始实
施农村电网改造， 党员汪泽云主动出
面担任协调员；66岁的土家族老党员
周纯超，主动担任村里的卫生劝导员，
村容村貌大为改观。

青坪镇共有274名农村党员，党

员党费总额从原来的2000多元增加到现
在的8700多元。 县委组织部把党费总额
的50%，返回到各党支部，用于远程教育、
节日庆祝、党内走访等活动。

试点党员党费动态评定永顺

念好“三字经”盘活财政辰溪

本报记者 戴勤 蒋剑平
通讯员 罗理力

近日， 记者走进隆回县桃
洪镇下岗职工彭小成的家，只
见柜台上、 墙壁上到处都是毛
主席像章、 画照， 它们大小不
一、形状各异，让人目不暇接。
不善言辞的彭小成， 谈起这些

“宝贝”就来了劲，言辞间透露
出收藏的苦和乐。

今年56岁的彭小成，小时生
活在农村。10岁时， 他第一次得
到了一枚毛主席像章， 如获至
宝，天天戴在胸前，感到无比幸
福与自豪。 后来又得到几枚，他
都悉心珍藏。33年前， 他在隆回
玻璃厂下岗后，怀着对毛主席的
崇敬之情，走上了收藏之路。

为了收集毛主席像章，彭
小成只身踏遍了全国许多地
方，一边擦皮鞋、捡破烂、卖老
鼠药维持生活， 一边挨家挨户

上门收集像章。没过几年，毛主
席像章、图画、书籍等便装满了
家中书柜。 他想腾出一层房子
来摆设藏品，妻子不理解。彭小
成苦口婆心做妻子的思想工
作，最终说服了妻子。但妻子要
他量力而行， 不能因为搞收藏
而忽视了家里人的生活。 可彭
小成依然我行我素， 一有时间
就往外面跑， 每次回来袋子里
都装满了毛主席像章。 年深月
久， 妻子也逐渐习惯了一个人
照顾家庭，让丈夫专心去收藏。

功夫不负有心人，33年
来， 彭小成共收藏毛主席像章
3万多枚、纪念章2000多枚，相
关书籍3000多册、画册2000多
本，还有红军、新四军番号标识
等100余件。 为了方便群众参
观，今年6月，他租房开了一家
古玩店。这家专门收藏、展示红
色物品的古玩店， 现已成为隆
回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下岗职工的红色情怀———

本报12月2日讯（记者 王晴
通讯员 刘立武 严非平）今天，华
容县三封寺镇复兴村长沙堰改扩
建工程一片繁忙景象。 镇水管站
长白远星告诉记者， 以前这口山
塘只能蓄水2万多立方米，通过改

扩建， 可增加蓄水4.5万立方米，
能让周边600多亩农田受益。今
年， 该县100口这样的骨干山塘
经过改扩建后， 可增加蓄水容积
100万立方米 ， 新增灌溉面积
5000亩。

炎陵县叫停一高山种植项目

华容改扩建100口骨干山塘

衣恋集团资助湘阴学生

中国新闻名专栏

老百姓的��故事

12月2日，世界旅游文化小姐中国赛区的40位佳丽来到长沙市第一社会福利院，为智障
儿童和孤寡老人演唱励志歌曲，展示个人才艺。她们还捐赠了一批生活物资和慰问金，希望
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唤起更多人参与到公益事业中来。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