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吴希 谢璐

12条全长220公里的城市绿道规划，在长
沙市民的“亲眼见证和亲手打造”下，历时1年
于近日最终成型，已送长沙市政府审批。

根据规划，长沙数十处公园、景区，将串
联成一条条独特宜人的风景线。到那时，市民
们可以骑着单车，行在绿道上，悠闲地感受铜
官窑遗址公园、 月湖公园……风景名胜所散
发的明珠风采。

向市民公开规划
2013年1月10日， 长沙市城乡规划局总

工程师王慧芳、 长沙市规划勘测院规划师龚
毅做客长沙市政府门户网站“在线访谈”，通
过网络与市民互动，现场解答“绿道与非机动
车道的区别”、“绿道由哪些部分构成”、“实施
绿道规划会不会大拆大建”、“绿道能够带来
哪些效益”等疑问。 虽然不是面对面，却是实
时交流。市民因此知道了什么是绿道，绿道建
设有哪些困难，他们开始关注绿道建设，积极
为绿道建设出谋划策。

绿道建设是长沙市城乡规划局大力推行
政务公开、健全信息发布机制的一个缩影。近
年来，该局通过网站平台、媒体公布、项目施
工现场悬挂规划许可公告牌、 社区规划宣传
栏等方式，打造畅通、高效的信息发布和沟通
渠道，为社会各界提供全面、及时、规范的信
息公开服务， 确保了公众对城市规划的知情

权。
规划是政府的行政任务， 也关系着民众

的日常生活。“市民若想了解长沙市某处地方
的规划设计， 可以到市政务服务中心递交申
请，我们会在15个工作日内给予明确答复。 ”
长沙市城乡规划局党委书记、 局长冯意刚如
是说。

在长沙市政务大厅里的政务处理信息系
统上，记者看到，家住开福区清水塘街道便河
边社区的黄爱民于今年10月10日递交申请，
希望公开某项目社区办公用房的图纸和相关
协议承诺书， 规划局于21日以书面形式向该
市民告知了其所需的具体内容。 从接受申请
到信息公开，整个办理过程仅7个工作日。

让市民参与规划
向市民公开规划只是“阳光规划”的第一

步，让市民参与到规划进程中才是核心所在。
11月14日，在市城乡规划局举办的“长沙

市控制性详细规划批前公示进社区” 活动天
心区专场， 十几块图文并茂的彩色展板展示
了中心分区天心阁、黄土岭、金盆岭3个单元
668.1公顷用地的控规， 包括土地利用规划
图、基础设施与道路交通规划图、公共服务设
施与绿地规划图及控规说明文字等。

活动现场，数十位居民就展板内容，提出
各自的疑问和意见。 78岁的市民王明礼在反
馈意见表上工整地写下两条意见：“建议把一
师范附近书院路上的建筑规划好， 建成一条

景观街”；“拆掉妙高峰周边的乱搭乱建，恢复
古建筑原貌”。

虽是只言片语，但规划部门非常重视，总
工室、编制处、控规编制单位、分局、执法大队
共同组成的规划专家咨询小组， 当场耐心地
一一给予解答。

“我们的城市规划不仅要让市民们知晓，
更要让大家都参与进来，真正做到‘我的城市
我的家’。 ”长沙市城乡规划局宣展处处长吴
海浪说。

自2008年起， 长沙市城乡规划局连续5
年在全市436个街道和社区，开展“规划进社
区”活动，开辟社区规划宣传栏，开设社区大
讲堂、座谈会、现场咨询等系列活动，与社区
居民面对面交流家门口的规划编制， 邀请市
民共同参与城市规划，向市民传递规划知识、
收集市民意见，扩大了公众参与。

请市民监督规划
用制度建立严格规划、标准规划的大厦，

用监督填补腐败滋生的缝隙。“阳光规划不是
一句口号。 ”吴海浪感受深切。

2011年， 长沙率先在全国推行控规前置
审查制度，由市规委成员单位、专家、公众组
成的21名代表对每项修改内容进行书面表
决。 如果哪项未通过2/3以上代表同意，就不
受理该项控规修改申请。

在重大规划编制和项目审批过程中，长
沙市城乡规划局主动邀请人大代表、 政协委

员参与审查，主动接受住建部、省住建厅规划
督察员监督。

“除了接受部里、省里的监督，我们自己
在工作过程中也会自觉相互监督， 包括廉政
方面和技术方面的监督。 ”王慧芳表示，专家
全程审查，公众全程参与，媒体全程监督———
这个举措， 把长沙市各项规划的落实进程与
修改条件，推到了民众面前。

长沙市出台了《城乡规划公示暂行规
定》，对重大规划行政许可和规划修改履行严
格的评估、论证和公示程序，实行媒体公示、
网络公示与现场公示相结合， 确保公众的知
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从不透明到透明，从不了解到参与，长沙
的城市规划逐渐成为了市民看得见、可触及、
能参与的一项全民活动。

不久之后，长沙市民还能“零距离”感受
城市的规划建设过程。 长沙市城乡规划局工
委主任曾发祥介绍，一个总建筑面积约9000
平方米、以生态多维信息主模型、虚拟现实、
立体全息影像等现代科技方式，全面、直观地
展示长沙规划建设历史、 成就和未来城市发
展蓝图的城市规划展示馆， 将于明年建成开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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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晴 4℃～12℃
湘潭市 晴 1℃～13℃

张家界 晴 0℃～12℃
吉首市 多云转晴 2℃～12℃
岳阳市 晴 3℃～10℃

常德市 晴 1℃～13℃
益阳市 晴 0℃～13℃

怀化市 晴 4℃～13℃
娄底市 晴转多云 3℃～13℃

衡阳市 晴 3℃～14℃
郴州市 晴 3℃～13℃

株洲市 多云 1℃～12℃
永州市 多云 4℃～12℃

长沙市
今天，晴天间多云，明天，晴天间多云
北风 2 级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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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倌”王水生
本报记者 白培生

他养的鸡真听话，叫它们在哪里下蛋
就在哪里下； 别人家的鸡蛋卖几毛钱一
枚，他家的每枚要2元。宜章县栗源镇老王
冲村村民王水生练出一手养鸡绝活，远近
闻名。 近日，记者专门前往采访。

“咯咯嗒、咯咯嗒……”王水生的养鸡
场设在村后骑窝岭上，走进去，见数千只
鸡正从鸡舍蜂拥而出， 争相到山林里啄
食，几只调皮的还飞上了灌木枝丫，欢快
地“歌唱”。

“它们刚下完蛋，我让它们到山上散
散步。”王水生和儿子正在捡拾鸡蛋，他告
诉记者，这里养了5000多只蛋鸡，每天产
蛋近3000枚。

王水生养鸡的路并不平坦，他边领着
记者参观，边讲起了他的故事。

王水生是从1994年开始养鸡的。当时
他30岁，家里穷，借了500元买鸡苗。 第一
笔买卖做下来，王水生一算，除去成本，养
一只鸡可赚5元。

尝到甜头，王水生四处筹钱，还租下
村后的荒山， 建起了面积2200多平方米
养鸡场，准备大干一场。 但1997年全国商
品鸡市场严重滞销， 他养的鸡销不出，
1998年又发生鸡流感， 王水生亏了17万
元。

吃一堑长一智。 面对打击，王水生慢
慢学会了分析市场行情，同时刻苦钻研养
鸡技术。几年下来，他掌握了诀窍，也收获
了财富，不仅还清了债务，还建了新房。

走出养鸡场，我们来到村里一栋漂亮
的房屋前，门口挂着“乐水养鸡专业合作
社”的牌子，几个人正在里面忙碌着，他们
都是当地的养鸡大户。

原来，王水生养鸡致富后，附近村民
都找他传授技术，他来者不拒，带出了大
批养鸡专业户。 为提高抗风险能力，2009
年9月，他倡议成立养鸡合作社，采取“合
作社+基地+农户” 的运作模式， 实现技
术、资金、信息共享。 目前，合作社已发展
会员153户，遍布湘粤两省12个乡镇，建成
年出栏鸡5万羽以上的规模化标准养鸡场
40多个。

本报12月30日讯 （记者 刘
也 通讯员 王钟可 ） 日前， 常
德市青年志愿者何磊来到市城
区青年路与建设路交叉口， 劝
导行人文明过马路。 为缓解交
通压力与保障市民出行安全，
从今年8月开始， 共青团常德市
委面向社会， 招募了1000余名
文明交通青年志愿者。 目前，
团市委已发展注册青年志愿者
3.6万多人， 他们在不同领域倾
情服务社会。

近年来， 常德市青年志愿

者在文明创建、 社会服务、 应
急救助、 大型活动等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 提供志愿服务4
万多小时。 目前， 该市已形成
市青年志愿者协会-区(县、 市）
分会－青年志愿者服务队－社
区志愿者工作站为主的组织网
络， 并建立各类职员服务小队
800多个、 社区职员服务站108
个、 各类职员服务网络QQ群等
民间自发组织10多个。 共青团
常德市委获得中国青年志愿
者行动组织奖。

开福区审计部门
当好“铁嘴钢牙”
今年审减政府投资2.38亿元

本报12月30日讯 （记者 陈永刚 通
讯员 郑立雄） 开福区审计部门当好“铁
嘴钢牙”， 管好政府的“钱袋子”， 确保
财政资金用在民生最需要的地方。 记者
今天从开福区审计局了解到， 今年共完
成审计项目278个， 审减政府投资金额
2.38亿元。

今年以来， 开福区拆迁建设时间紧、
任务重。 为推进工作顺利开展， 切实维
护群众利益， 开福区审计局对拆迁项目
的事前、 事中、 事后开展全程监督， 全
面启动农村征地拆迁和城市房屋征收项
目审计工作。 对捞刀河沙坪农民安置用
地、 洪山街道362亩保障性住房等6个农
村征地拆迁项目和湘春路西入口项目城
市征收项目进行了审计， 并委派审计人
员参与金霞和新世纪两大片区的农村征
地拆迁工作， 确保拆迁政策落实到位。

该局把涉及民生的财政支出作为审
计重点， 全年对畜禽养殖退出、 粮食补
贴和家电下乡3类专项资金进行专项审计
调查， 并针对薄弱环节出台了涉及财务
管理、 专项资金管理、 物资采购等各项
制度22项。

记者�� ��在基层

本报12月30日讯（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肖博）今天，记者从长沙市食
安办获悉，11月，该市完成食品定量、
定性检验23033批次，总体合格率为
98.09%， 食品安全整体状况可控。
“张新发”等9种食用槟榔被查出甜蜜
素、糖精钠等超标。

11月，长沙食品安全呈现生产加
工环节食品安全总体向好、食品流通
环节食品安全指数偏低、餐饮服务环
节食品安全持续稳定3个特点。 生产
加工环节、食品流通环节、餐饮服务
环节的抽检合格率分别为98.97%、
91.01%、94.84%。此外，30批次茶叶、
409批次畜禽水产品、20批次保健品

被抽检， 样品合格率分别为100%、
99.75%、100%。

9种食用槟榔不合格， 分别是：小
龙王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小龙王”、
“嗞嗞有味”和“九总”，湘潭韶山口口
香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口口香”、“劲
感嚼”，湘潭县湘滋味槟榔有限公司生
产的“湘滋味TM”，湖南皇爷食品有限
公司生产的皇爷“雄究究”、皇爷“张新
发”（伍元）、皇爷“张新发”（拾元）。

6家单位生产的食品及调料不合
格，分别是：常德市三有食品有限公
司生产的酱板鸭、长沙县多多食品厂
生产的麻辣香干、长沙市安大食品有
限公司生产的“格林兄弟”给力豆、兰

州百味全清真食品有限公生产的“牛
大碗”鸡精、长沙县金凤食品厂生产
的陈醋、长沙金果罐头食品有限公司
生产的糖水橘子罐头。

4种被售卖的食品及调料不合
格，且没有生产经营单位，分别是：宁
乡县玉潭镇玉潭中路和花明路交会
处（紫金广场东北角）摊点售卖的卤
鸭翅、宁乡人人乐百货有限公司售卖
的风味卤水（臭豆腐）、宁乡润福商业
有限公司售卖的凉拌臭豆腐、开福区
沙湖桥农贸市场西3206门面售卖的
野山椒粉。

4家单位的餐具存在大肠菌群超
标，分别是：长沙市稻田中学、长郡双
语实验中学、 长沙市楚品餐馆餐厅、
湖南燕居会馆有限公司餐厅。 另外，
中国石化集团西南石油局湖南石油
基地中心、 湖南省监狱管理局2家单
位的二次供水不合格。

为了让老百姓直接感受城市规划带来的实惠， 长沙市着力推进规划透明度和市民参与度———

阳光规划，让星城更美

“张新发”等9种槟榔不合格
11月长沙食品检测总体合格率98.09%

常德3万多青年志愿者服务社会

12月28日， 株洲市长江广场， 工人在安装灯笼。 当天， 株洲
市开始扮靓城市， 喜迎元旦和新春。 朱少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