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1版②）
目前，我省正加强与国家发改委、财

政部、中国民航局沟通，寻求多方支持，
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

专用飞机首次执飞省内航线
构建省内支线航空网络，盘活

支线资源，做大航空产业

12月28日10时37分， 由奥凯航空公
司执飞的长沙至张家界BK2863次航班，
搭载着48名旅客， 从长沙黄花国际机场
起飞， 于11时49分抵达张家界荷花国际
机场。

这架“新舟60”支线客机，专用于长
沙至张家界、长沙至怀化两条航线，是我
省首次有专用飞机执飞省内航班。

“开通支线航班，旨在加密长沙黄花
国际机场与我省其他支线机场的航线，
编织省内航空网络，改善我省交通条件，
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省机场管理集团副
总经理谭克涛介绍， 发展支线航班是湖
南民航业发展的重要引擎之一。

按民航中南局规定，年吞吐量在150
万人次以内的机场，称为支线机场。目前
飞往我省除长沙黄花机场之外其他机场
的航班，都称为支线航班。

此前，我省支线航班经营，完全依赖
南航等各大航空公司安排的有限航班，
并受到航空公司运力调整、 航线票价等
多种因素制约，支线航空市场开发困难。

为使省内支线航班能成功运营，我
省借鉴奥凯航空与黑龙江省合作近3年
的运营经验，采取“政府采购运力”的方
式，引进低成本航空公司，开通省内支线
航线。即，航空公司负责飞行，省机场管
理集团负责客票销售； 航班营运亏损由
省政府、 机场所在地政府和省机场管理
集团共同承担。

按计划， 我省将打造以长沙机场为

核心枢纽，以张家界、常德、永州、怀化等
支线机场为辅助， 辐射湖南全境的新一
代民用支线航空运输网络。

目前，我省正积极加强与省、市旅游
局以及省内各旅行社沟通， 探讨如何整
合省内旅游线路， 与省内支线航空网络
有机结合，共同推动支线航空发展。

据了解， 省内支线航班即将开通长
沙至凤凰、长沙至永州航线；下一步，还
将开通省内各支线机场点到点的航班。

黄花机场明年将建磁悬浮线
从长沙南站乘坐磁悬浮列车，

10分钟直抵黄花机场T2航站楼

2013年，黄花机场旅客吞吐量有望突
破1600万人次。随着黄花机场航空运输量
的不断增长，加上黄花机场第二跑道建设
的推进，加快长沙机场地区综合交通枢纽
建设迫在眉睫。

据机场管理集团总经理刘志仁介绍，
长沙机场地区综合交通枢纽将规划建设4
条轨道交通、9条快速通道、2个交通中心、
1个枢纽智能信息系统，打造航空与高铁、
地铁、磁悬浮、公共客运等多种交通方式

“无缝对接”的“快速干线”。
我省将于明年首先开建黄花机场至

长沙南站的中低速磁悬浮轨道交通。线路
长约16.5公里， 并在长沙南站兴建城市候
机楼，总投资40亿元左右。

建成运营后，旅客可在长沙南站下高
铁后，乘坐磁悬浮列车，仅需10分钟便可
直抵长沙黄花机场T2航站楼。

磁悬浮列车是一种依靠磁力悬浮在
空中运行的列车，具有乘坐舒适、运行安
全、选线灵活、节地环保、噪声低振动小、维
护简单等优势。目前，包括中国在内，全球
仅有4个国家掌握中低速磁悬浮核心技
术。

目前， 连接上海地铁2号线至上海浦

东国际机场的磁悬浮，是中德合作的世界
第一条磁悬浮商运线，最高运行速度为每
小时430公里。

黄花机场明年开建的磁悬浮线为最
高运行速度为每小时100公里的中低速磁
悬浮线。

据透露，黄花机场磁悬浮线将采用我
国首台自主研发的商运磁悬浮列车，已在
我省南车株机下线。

目前，省、市政府以及湖南机场股份
有限公司、南车株机正商谈共同出资成立
项目公司，将力争在2016年前投入运营。

磁悬浮列车投入运营后，将改善百姓
的出行方式，显著提升长沙在全国的交通
枢纽地位和城市品位，并培育壮大城市轨
道交通产业发展。磁悬浮列车，也将成为
长沙又一张靓丽名片。

明年长沙可直飞法兰克福
开通直飞欧美、 澳洲洲际航

线，真正实现“飞向世界”

一条3公里的跑道，就可以连接全世
界。

随着湖南对外开放不断深化， 涉外
交流、经贸往来不断增多，我省国际航空
需求日益加大， 国际旅客吞吐量连续多
年居中部第一。

然而， 黄花机场
的国际航线仍有局
限。

目前， 我省没有
开通直飞欧美、 澳洲
的洲际航线， 未能真
正意义上实现“飞向
世界”的目标。如，国
际直飞航班仅限于首
尔、新加坡、曼谷、香
港、澳门、台北、高雄
等亚洲国家和地区。

长沙飞洛杉矶、温哥华、伦敦、墨尔本、悉
尼、法兰克福、巴黎等7条国际航线，采用
的是“一票到底、行李直挂、代码共享”方
式，旅客仍需中途转机。

此外，与武汉天河机场、郑州新郑机
场相比， 我省的国际航线数量已远远落
后。因此，加快发展“欧美线”，满足人民
群众出行需求， 助推我省对外开放势在
必行。

据机场管理集团总经理刘志仁介绍，
近期，我省发展“欧美线”的重点为开通长
沙至法兰克福、洛杉矶等欧美国际直达航
线；远期，则将加密长沙至东亚、东南亚及
欧美的航线网络， 并开通南亚、 中亚、澳
洲、拉丁美洲、非洲等国际航线航班，构建
湖南飞向世界的国际航线网络。

据透露， 省机场集团现在正积极与
我省建立友好关系的国外城市沟通和联
系，探索开通两地间的直航航线。近期重
点进一步与德国汉莎航空和美国联合航
空加强对接，并计划于明年6月开通长沙
至法兰克福的国际直航航线。

目前， 我省正加强与各大旅行社和
航空公司合作， 通过旅游包机形式开通
至欧美航线， 为最终开通定期直航航线
培育早期市场。

◎本版责编 刘凌 蔡矜宜 实习版式编辑 张扬◎

气势雄伟的长沙黄花国际机场。 通讯员摄

总部设在长沙市一中的湖南省仁山青少年武术俱乐部， 正在向国家体育
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申报武术基地。 图为长沙市一中学生在该俱乐部教练
指导下演练武术。 本报记者 赵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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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苏原平

劈拳推掌、 弓步顶肘、 腾空飞
脚……阵阵“嘿、哈”吼声响彻湖南师
大附中体育馆。这是该校学生12月17
日进行的一堂武术选修课。指导老师
邓素是一位武术五段高手，不过她不
是学校的体育教师，而是湖南省仁山
青少年武术俱乐部的教练。

武术在我省中小学较受欢迎，
但是学校武术教练匮乏， 影响了武
术推广。 在省体育局和省教育厅的
支持下， 湖南省仁山青少年武术俱
乐部先后在长沙市一中等10多所学
校建立培训基地， 推广校园武术。

武术推广在困境中转型
湖南省仁山青少年武术俱乐部

创始人游罡华， 出身于全国武术之
乡新化县的一个武术世家。 从小酷
爱武术的他坚守着一个信念———习
武德为先， 强身报祖国， 孜孜不倦
地推广武术运动。 1993年， 游罡华
创办了益阳市仁山文武影视学校，
取得骄人成绩。 但传统的武术培训
方式遭遇发展瓶颈， 曾一度红火的
传统武术学校越来越难以适应学生
的现代教育需求。 上世纪90年代初，
我省有上百所武术学校， 现在大多
数已销声匿迹。

传统武术学校日益萎缩的根源，
在于将武术教育与传统的文化教育分
割开了， 从而产生很多难以克服的弊
端。 中华武术的传承和发展必须紧跟
时代的发展步伐， 必须摆脱传统的守
摊办武校方式， 探索新模式。

“我省渴望学习武术的青少年不
在少数。” 游罡华在困境中思考转型发
展，认为中华武术的根在校园，“要实现
武术教育的现代化，首先要转变‘习
武者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陈腐观
念， 与时俱进大胆革新武术教学模
式， 通过吸引学业优秀的学生习武，
培养文武双全的学员，从而推动武术

在校园的推广，弘扬中华武术文化。”
2008年， 游罡华成立湖南省仁

山青少年武术俱乐部， 先后在益阳、
岳阳、 长沙、 娄底、 湘潭等5个市州
的10多所学校建立培训基地， 派驻
专业武术教练精心教学， 让武术在
广大青少年中“生根发芽”。 几年
来， 参加俱乐部免费武术普及班的
学生达到8000多人， 提高班的学生
有1000多人， 数百名学生参加湖南
省青少年武术比赛和国家级比赛获
得金牌350多枚。 参加俱乐部培训的
学生中， 1000多人考上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复旦大学等高校。

激发“一秒钟”价值
经过多年的探索， 该俱乐部总

结出“有形教育， 无形激发” 的武
术教育理念和文武相结合的青少年
武术推广新模式。

这种新的推广模式融合了众多
武术门派的教学方法和现代武术教
育的科学理论， 结合当代青少年的
成长特点和规律， 以人为本， 因材
施教， 追求每一秒钟的教学效果。
同时将武术教学与武术文化、 武术
精神的熏陶相结合， 融入学生的学
习和生活中。 通过有形的武术教育，

将无形的武术思想和传统文化激发
成一种指导学生学习、 生活、 工作
的人生哲学。

“我们在训练中注重激发学生
的‘一秒钟’ 价值。” 游罡华介绍，
就是让学生迅速掌握习武动作要领
和方法， 让他们的自我领悟能力在
最短时间内提升， 并把这种领悟创
新思维运用到学习、 生活中， 在促
进学生身心健康的同时， 促进学习
效率的提高。

来自长沙市一中高三20班的姚
欣敏告诉记者， “练武时追求每一
秒钟的效率与价值， 就是对心智的
磨砺和开发。 习武让我更加集中精
力， 思维速度更快， 学习也更加轻
松。” 激发了“一秒钟” 价值， 姚欣
敏虽然每天练习武术， 但她的学习
成绩一直排在年级前10名。

在武术教育新模式的推动下， 仁
山俱乐部推广武术的“小轮子”， 推
动了学校开展武术运动的“大轮子”，
武术走进课堂， 成为最受学生欢迎的
一门选修课。

“推广校园武术， 还能培养学生
高尚的道德品质， 倡导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 游罡华对进一步推动校园
武术充满信心。

“小轮子”推动“大轮子”
———来自湖南省仁山青少年武术俱乐部的报道

推动武术热校园

本报12月30日讯 （记者 蔡矜
宜 ） 记者今天从省体育局获悉 ，
2013年度我省体育健儿共斩获8项
世界冠军、15枚全运会金牌和4枚
东亚运动会金牌，打破了1项亚洲纪
录和1项全国纪录。

在10月20日至27日举行的波
兰举重世锦赛中， 湘西小将谭亚运
包揽女子48公斤级抓举、挺举和总
成绩3枚金牌；我省名将龙清泉获得
男子56公斤级抓举冠军； 湘西姑娘

向艳梅在女子69公斤级同样包揽3
金； 益阳伢子谌利军获得男子62公
斤级总成绩金牌。

3月7日，衡阳伢子董斌以17米
16的成绩获得全国田径室内锦标赛
男子三级跳远冠军， 打破了由哈萨
克斯坦萨凯尔钦保持二十多年的17
米09的原室内亚洲纪录。

8月31日至9月12日进行的第
十二届全运会， 我省代表团共有
249名运动员（含解放军双计分运

动员14名）参赛，共获得（含伦敦奥
运会成绩带入） 金牌15枚、 银牌13
枚、铜牌13枚，总分801.5分。综合金
牌榜列全国第11位，中西部首位。代
表团获得了体育道德风尚奖， 实现
了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圆
满完成了参赛任务。

在10月6日至15日举行的第六
届东亚运动会上， 我省谭佳薪、柴
彪、刘志国、田文菊4名运动员代表
中国参赛，获得了4金2银的成绩。

体育湘军2013勇夺8个世界冠军

本报12月30日讯（记者 王曦 何淼
玲 通讯员 彭斌韬）年终岁末，是农民工
兄弟和其他打工者向老板领取工资回家
过年的时候， 而这个时候往往也是拖欠
农民工工资事件的高发期。今天，省高级
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 通报了一批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刑事案件。

省高院相关负责人对劳动者提出依
法维权建议。首先，要尽可能地按照劳动
法的有关规定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这是
保障劳资双方权益的有效手段。其次，要
尽可能地保留证明劳动关系存续的证据,
如劳动者在被雇用期间，劳动合同、工资
表、考勤表、欠条、领款凭证等，以便发生
纠纷时能用来佐证， 维护好自身合法权
益。第三，坚持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
虽然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件是公诉
案件， 但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
法解释的规定， 对于被害人报案但检察
机关没有提起公诉的可能判处三年有期
徒刑以下刑罚的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犯
罪案件，只要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存在，
受害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人
民法院将依法受理。

省高院通报一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典型案件

被拖欠工资可向法院起诉
■链接

本报12月30日讯（记者 陈永刚
通讯员 陈东风 龙辉明 ）2014年元
旦起， 长沙市区所有公交车上将实
施新的刷卡优惠政策， 其中普通市
民刷卡7折优惠，学生（不包括大学
生） 刷卡5折优惠，65岁以上老年人
和残疾人可刷爱心卡免费乘车。

今天上午， 长沙市交通运输局
介绍了公交IC卡刷卡优惠的前期准
备情况。该局提醒市民，现有公交卡
无需重新办理， 元旦后和新卡享受
同样的优惠幅度。

目前， 长沙市民刷普通卡乘公
交车享受9折优惠，元旦起优惠幅度
将扩大至7折。学生卡享受5折优惠，

优惠范围从现有的9条线路扩大到
市区所有公交线路， 除中小学生可
办理外，职高和中专学生也可办理。
普通市民卡和学生卡以IC卡中心4
个网点（赤岗冲、火车站、北站、望城
坡公交枢纽站）为主，建行176个网
点进行普通公交联名卡发售， 市民
可在就近的建行网点进行公交IC卡
的办理和充值手续。

65岁以上的长沙市民携本人身
份证（外地户籍但常住长沙的65岁
以上老人凭身份证、居住证）可到各
区县（市）所属街道免费登记办理老
年人爱心卡。 有出行需要的残疾人
需携身份证和残疾人证， 到各区县

残联指定的地点免费办理残疾人爱
心卡。据了解，目前长沙市已办理20
多万张老年人爱心卡、2万多张残疾
人爱心卡。

长沙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浣灿
勇介绍，此次公交刷卡优惠的范围限
于长沙市区管理的141条公交线路，
各县市的优惠政策将参照市里做法，
由当地政府具体组织实施。此次新增
的优惠开支由市政府买单，2014年政
府预算已安排2亿元作专项资金。

今年，公交IC卡与地铁在技术上
进行了对接，现发行的公交IC卡未来
将与地铁实现互联互通，地铁运营后
市民可以刷公交IC卡乘坐地铁。

长沙公交明起刷卡7折优惠

（紧接1版①） 要严肃财经纪律， 强化审计监督， 相关费用
不准转嫁摊派， 一律不予公款报销。 涉嫌违纪违规款物，
一律按规定收缴。

对违规违纪行为
发现一起、 查处一起

《通知》 强调， 各级各部门要加强监督检查， 建立
健全内部发现问题机制， 及时发现、 坚决制止、 严肃查
处违规违纪行为。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 （机构） 要加强与
财政、 审计、 税务等有关部门的协调配合， 继续通过集
中检查、 专项督查、 明察暗访和设立举报电话、 开通网
络举报、 受理来信来访等形式， 强化执纪监督。 要严格
责任追究， 对违规违纪行为发现一起、 查处一起， 绝不
姑息。 对顶风违纪的典型案件， 要依照有关规定严肃追
究直接责任人和有关领导的责任； 对监督和查处不力
的， 也要进行严肃问责， 一并通报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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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4月 ，徐某元 、徐某
军父子在耒阳市工商局注册了
一家砖厂。2012年9月， 因经营
不 善 ， 共 拖 欠 砖 厂 民 工 工 资
142332元。同年11月，徐氏父子
借故离开砖厂躲藏到广州，并将
手机停用，致使砖厂民工及相关
职能部门 无 法 联 系 。2013年 1
月，耒阳市人社局监察大队向砖
厂作出限期支付民工工资指令

书并予以公告，徐氏父子仍未支
付。2013年3月，徐某军归案后，
其 亲 属 支 付 了 砖 厂 民 工 工 资
93582元，并承诺剩余工资于今
年底前全部支付。 2013年8月，
徐某军被耒阳市人民法院依法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缓刑二年，
并处罚金一万元；徐某元被依法
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 ， 缓刑一
年，并处罚金5000元。

拖欠砖厂民工工资，父子双双获刑

拖欠员工工资，王某某被判拘役并处罚金
2012年9月， 王某某在衡阳

市蒸湘区投入30余万元开了一
家酒楼，后因经营管理不善，共拖
欠 唐 某 某 等 22名 员 工 工 资 计
52454元。酒楼关门后，王某某逃
匿到外地以逃避支付员工工资。
衡阳市人社局监察支队向王某

某下达了限期改正指令书， 但王
某某仍未在指定期限内支付工
资。2013年3月，王某某被公安机
关抓获归案， 到案后支付了拖欠
员工工资。2013年6月，王某某被
衡阳市蒸湘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处
拘役三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