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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阴转小雨 6℃～15℃
湘潭市 多云转小雨 7℃～16℃

张家界 小雨 5℃～9℃
吉首市 小雨 4℃～8℃
岳阳市 多云转小到中雨 5℃～13℃

常德市 阴转小雨 3℃～11℃
益阳市 阴转小雨 5℃～13℃

怀化市 小雨 5℃～9℃
娄底市 阴转小到中雨 6℃～13℃

衡阳市 多云转阴 9℃～18℃
郴州市 晴转多云 9℃～21℃

株洲市 多云 7℃～18℃
永州市 多云 10℃～16℃

长沙市
今天，多云转阴天，明天，阴天有小到中雨
南风 2~3 级 7℃～16℃

２０13年1月6日 星期一
通讯员新闻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

市州新闻 6

本报1月5日讯 （记者 肖军 通讯员 张景武
黎明）“靖州杨梅苗质好价优， 移栽成活率
高，我这次买了10万株。 ”近日，重庆市北碚
区绿化苗木经营户陈远清专程来到靖州苗
族侗族自治县，订购杨梅苗，对靖州杨梅苗
赞不绝口。 连日来，靖州苗木市场一片火热，
广东、重庆、贵州等地客商纷至沓来“抢购”
杨梅苗。

杨梅是四季常绿乔木， 树冠呈圆球形，
较适合城市绿化。 靖州土壤、气候十分适合
栽培杨梅，是“中国杨梅之乡”，其中木洞杨
梅是中国地理标志产品。 近年来，该县以建
设10万亩苗木基地为目标，大力发展杨梅绿
化苗木产业，助农增收。 县里将这一产业列
为重点扶贫项目， 整合涉农资金予以帮扶。
同时举办培训班，帮林农掌握育苗技术。 与

有关科研院所加强合作， 共同开发新技术、
新产品。 通过发布信息、外出招商等，拓宽销
售渠道，解决林农后顾之忧。

在发动林农育苗的基础上，靖州积极引
导和鼓励公司规模培育杨梅绿化苗木，并全
面推广“公司+农户”联动发展方式。 杨梅苗
木龙头企业飞山园林公司和绿曼园林公司，
苗木栽培面积达到近万亩。 目前，全县杨梅

绿化苗木栽培面积达7万余亩， 年创产值超
过3亿元。

本报1月5日讯 （记者 段云行 贺威 通讯员
何国华 谢卫炎）2013年12月29日，娄底荣获
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市称号。 同时，娄底所辖
的5个县（市、区）全部通过国家科技进步考
核，其中冷水江市、双峰县获全国科技进步
先进县（市）。

科技进步考核是根据国家部署， 每两年
举行一次。通过考核，测评一个地方综合科技

实力、综合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潜力，衡量一
个地方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推动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成效。近年来，娄底市高度重视科技创
新与科技进步，不断加大科技投入，逐步完善
创新体系。 围绕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核
心竞争力，着力培植壮大高新技术产业，加大
产学研合作，加快关键技术开发和成果转化，
全市科技创新能力明显提升。

娄底市特别注重科技项目建设。 2013年
已争取国家和省科技计划项目84项，争取资
金2322万元。 与此同时，娄底市还紧紧围绕
产业发展谋创新，通过创新能力建设，企业
自主品牌战略意识明显提升。2013年前11个
月，全市申请专利12339件，同比增长26%。
专利授权713件。

目前， 娄底拥有1个国家级检验测试中

心、1个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3个省级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1个湖南省应用基础研究基
地、2个省级检验测试中心、5个省级企业技
术中心和10个市级企业技术中心，并形成以
他们为骨干的技术创新体系。 全市认定国家
级高新技术企业达54家，2013年前三季度，
全市高新技术产品增加值88.38亿元，同比增
长7.26%。

武陵源
两条索道“体检”

本报1月5日讯 （记者 尹超 通讯员 易善任
邓道理） 最近， 张家界市武陵源区黄石寨索
道和天子山索道开始进行集中 “体检”。

具体时间为:黄石寨索道为1月4日至8日，
天子山索道为1月5日至11日。 “体检” 期间，
两条索道停运。

黄石寨索道、 天子山索道均建成于1997
年， 同时入选“中国十佳索道”， 是世界自然
遗产地武陵源风景名胜区的重要“空中走
廊”。 本次“体检” 由专业技术人员对索道
设备进行检修， 并更换部分陈旧的索道设施，
以确保优质、 高效、 安全接待海内外客人。
索道“体检” 期间， 游览黄石寨的游客需徒
步进入景区， 游览天子山的游客可选择步行
上山， 也可乘百龙天梯到袁家界后再乘环保
车到达景区。

汝郴（汝
城-郴州 ）高
速文明特大
桥近日荣获
2012 至 2013
年度中国建
设工程鲁班
奖 。 该大桥
由中铁五局
集团机械化
工程公司承
建，全长1.909
公里 ，宽24.5
米。
通讯员 摄

张家界成老年人
出游首选地

本 报 1月 5日 讯 (记 者 廖 声 田 通 讯
员 易善任 吴勇兵) 最近， 记者从中国老年
学学会旅游专业委员会专列部了解到， 2013
年， 主导“银发市场” 的家天下旅游集团共
向全国旅游客源地发送56趟老年旅游专列，
其中以健康养生为主打产品的“张家界银发
专列游” 线路备受推崇， 占专列总量的两成，
人数过万。

张家界市旅游局局长丁云勇介绍， 2014
年， 张家界将针对老年人出游重品质、 重安
全、 重健康和“慢旅游” 特征， “量身订
制”， 推出老年度假住宅、 康体疗养、 健体养
生属性的高品质、 多元化养老旅游产品。

宁乡“乡村民俗文化
艺术展演”举行

本报1月5日讯 （记者 陶小爱 通讯员 邓利良 童继源）1月2
日，宁乡县文化体育中心鼓乐喧天，人头攒动。上百个民俗文化作
品、节目等集中展示，让十里八乡闻讯前来的人们大饱眼福。宁乡
县“一镇一品，欢乐乡村”乡村民俗文化艺术展演的启动，代表着

“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活动在宁乡率先拉开序幕。
经济位次大幅攀升的宁乡县，着力构建“文化强县”，深入挖掘

本土民俗特色文化，全面启动“一镇一品，欢乐乡村”民俗文化工
程，全县每个乡镇精心组织了一次以上的民俗文化集中展演展示。
在展示现场，记者看到，双凫铺的竹编、大屯营的根雕、双江口的纸
艺、唐市的首饰加工，琳琅满目，回龙铺艺人欧阳辉的木雕“贵妃醉
酒”、“幸福之家”尤具特色。

◎责任编辑 李茁 版式编辑 李妍◎

娄底 科技进步实现“满堂红”

靖州 杨梅苗木引来“抢购潮”

(上接1版)
“航母”引领，百舸争流。 在船山大道与华

新大道交汇口， 衡阳大型城建项目———“星美
城市综合体”，在有条不紊施工建设中，将为衡
阳乃至整个湘南地区家居建材带来较大的商
业变革影响。 同时，“服务业航母”———总投资
超过120亿元、携带7大核心产业的“华耀城”，
也在抓紧建设中，将引领衡阳现代服务业步入
发展新阶段。 大笔造城、细心塑城、舞活城市经
济龙头的发展思路，让一座“秀美之城”散发出
迷人的新魅力。 据介绍，衡阳市今年第一批和
第二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重点项目达到57个，
总投资413.8亿元。 这些项目竣工后，将极大改
善城市的基础设施，提升城市品位。

汇聚发展要素，让功能“全”起来
2013年12月10日，省机场集团总经理、党

委书记刘志仁来到衡阳， 考察调研南岳机场
建设情况。从2012年5月30日全面开工建设以
来，南岳机场各项工程建设进展迅速，至2013

年11月底已累计完成投资8亿元，预计2014年
3月底竣工，力争2014年5月正式通航。

“机场建设既是基础设施建设，又是拉动
地方经济发展的跑道， 对城市功能完善的巨
大作用是无形的。 ”衡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周
海兵兴奋地说。 建设南岳机场，不仅仅是建一
个重点项目，更是城市功能的丰富和完善。 大
量香客慕南岳而来，呈逐年递增趋势，衡阳的
外资企业也在不断增多， 衡阳经济外向度不
断提高，建设南岳机场是适应城市发展所需。

衡州大道即将全线通车，船山东路、内环
路等城市主干道相继开工，湿地公园、酃湖公
园动工建设……衡阳大批城建重点项目纷纷
上马，莫不是完善城市功能的首善之举。 项目
建成后，必然成为舞活城市经济龙头的“衡阳
力量”，进一步充实衡阳“中心繁华、小城靓
丽、功能完善、特色鲜明”的城镇体系。 以衡州
大道为例，随着大道延展，两边各大项目抢占
先机，如火如荼，衡州大道商业带呼之欲出。
“只要政府规划、引导得好，衡州大道的远景

商业价值不可估量。 ”衡阳城信置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林万平说。

一批批城建项目在提升城市形象的同
时，也打造了全新的经济增长极。 在建的“星
美城市综合体”项目，将为衡阳商贸物流业拓
出一片“黄金地带”。 衡阳最大现代服务业项
目“华耀城”建成后，可容纳商户3万户，提供
10万个就业机会，实现年营业额1000亿元，为
衡阳乃至全省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大交通、大商贸、大物流、大开放……随
着城市的成长、城市功能的完善，雁城衡阳聚
人缘、聚财缘的“洼地效应”日益凸显。

累积民生幸福，让家园“美”起来
“我们居住的社区更绿了，每天走在林荫

道上，感觉很舒服。 ”衡阳市在提升“绿化工
程”中开展的城市绿荫行动，让市民李露领略
到“绿意盎然”带来的幸福。

生活在衡阳，家园的变化给了老百姓最直观
的感受。家住解放西路核六所附近的成大爷最近

心情很舒畅，喜欢散步的他，如今每天都要到家
门口绿树成荫、鲜花盛开的人行道上走一走。 绿
荫行动中，衡阳已高标准完成解放西路、船山西
路、蒸湘北路花坛绿化提质2.96万平方米。

“绿化提质不是短期的形象工程，而是要
保持长期绿化、美化效果。 ”目前，衡阳正着力
建设城市林荫道路、林荫广场和公园、林荫庭
院和小区、林荫停车场，全面推进立体绿化及
江河湖岸绿化、 山体和水系生态修复保护，力
争到2015年， 建成初具规模的林荫道路系统，
林荫道路比例超过70%，林荫广场和停车场比
例超过60%，林荫小区和庭院比例超过50%，城
市建成区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绿地率和绿化覆
盖率分别达到9平方米、31.4%和35%以上。

以“绿色长廊”为目标打造的武广高铁沿
线绿化工程衡山段推进顺利，预计2014年1月
10日可完成。武广高铁衡山段绿化总里程12.5
公里，面积457.1亩，涉及261个自然村和2179
亩荒山。

公园广场、 沿江风光带、 桥梁和楼宇的

“亮化工程”也为“美丽衡阳”建设添“光”。 城
市管理攻坚战环境卫生、 摆摊设点、 户外广
告、渣土运输、交通秩序、违法建筑整治“6大
战役”，也已在衡阳市打响，一个基础设施完
善、市容整洁、环境优美、生态良好、文明和谐
的新衡阳初具“轮廓”，正朝着创建国家卫生
城市、 国家园林城市、 国家交通管理模范城
市、全国文明城市的目标迈进。

“骨架”在拉开，“血脉”在畅通，“面孔”在
变美……衡阳市一批城市重点工程的实施，
拓宽了城市骨架，畅通了城市路网，完善了配
套设施，提升了城市承载功能，改善了居住环
境。 同时，廉租房、公租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设
和工矿棚户区、 农村危房改造等民生工程加
快推进， 全市已建设安居工程住房1.79万套、
棚户区改造3249套， 为实现居者有其屋打下
良好基础，城市居民对城市的归属感、认同感
和自豪感进一步增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