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运进行时

本报1月23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蒋运国） 记者今日从南航湖南分公司获悉，
即日起， 南航每天将增开一趟深圳-长沙的
航班。

该趟加班航班每天22时20分从深圳起

飞，23时20分到达长沙。
为满足春运客流需求，南航将改用空客

A330大型飞机执飞该趟航班。A330机型可
以装载284名旅客，比该航线现执飞的A320
机型可增加近1倍乘客座位。

长沙发往广州北京
等返程票售罄

本报1月23日讯（记者 邓晶琎）春节临近，返程高
峰期火车票非常紧俏。记者今日从广铁集团获悉，截至
23日18时，2月4日至8日从长沙发往广州、 北京等热门
方向的高铁、普铁票已经售罄。铁路部门提醒旅客，如
网络电话购票显示“无票”，则表示该车次车票已经售
完，旅客无需再前往车站售票窗口排队买票。

据介绍，根据今年春节7天假期安排，湖南地区节
后返程高峰客流将主要集中在2月4日至8日期间。

2月4日至8日期间，长沙南站、衡阳东往广州、北京等热门
方向的高铁票已经售罄；往西安、武汉方向高铁仍有余票。

2月4日至8日期间，长沙、株洲、永州、郴州等全省
主要火车站往广州、北京的火车票已经售罄。

2月11日前，往上海、济南、成都等方向的普铁火车
票仍有余票。

铁路部门提醒，旅客可通过广铁集团官方微信GZTL-
WX、 腾讯、 新浪官方微博@广州铁路及官方网站www.
gzrailway.com.cn获取最新车票信息。车票余额、列车信息
最新动态以车站电子显示屏和窗口公布的即时信息为准。

本报1月23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何鲲）记者今日从长沙汽车西站获悉，该站从
当天起启用位于站外的临时发班区，常德、益
阳、沅江、桃江、汉寿5条专线将在此发车。

长沙汽车西站的客流量相当于汽车东
站和汽车南站的客流总和。今年春运，汽车
西站出行高峰日客流量预计将达到10万人
次， 是平时客流的三倍多。1月23日至29日，
将迎来公路节前客流最高峰。汽车客运部门
建议旅客，最好提前1小时到车站候车。

为分流高峰期客流压力，1月23日至除夕（1

月30日），汽车西站将启用位于玉兰路的站外临
时发班区，常德、益阳、沅江、桃江、汉寿5条专线
调整到此处发车。安检流程与日常发班区一样。

临时发班区启用后，交警将对西站周边的一
些路段进行交通管制：玉兰路(燕航路与玉兰路路
口至迎春路路段)、燕航路(燕航路与南园路路口至
玉兰路路段)部分路段及临时发班区，除持有汽车
西站通行证的车辆外，其他机动车一律不得进入。

长沙市民如需驾车前往临时发班区送客，
可走二环线转金星路再转南园路到达临时发
班区，下客后走玉兰路转迎春路返回二环线。

本报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尹清源

长沙丝茅冲社区的福润园小区，建于上世纪
五六十年代的工棚房，如今变成了宽敞明亮的电
梯房。

小区1501，两室一厅一厨一卫，冬日暖阳撒
进房间，年过七旬的盛德其和老伴在这里安享晚
年。“这里原来上个厕所，几十个人抢。”盛老伯回
忆起过去街坊邻里提着裤子排队等厕所的情景，
谈笑间，过往的尴尬一扫而光，当下的幸福写在
脸上。

过去一年，全省保障性住房加快建设。截至
去年12月底， 各地开工建设保障房36.3万套，开
工率达到108.3%；基本建成34.26万套（含往年结
转12.08万套），竣工20.85万套。更多的“盛德其”
们，开始感受到从“忧居”到“优居”的变化。

去年9月底开工率达到100%
2013年，国家明确我省任务为全年开工建设

保障性住房、棚户区改造住房33.26万套、基本建
成22万套。 省住建厅住房保障处负责人告诉记
者，相比2011年、2012年，这一年任务同样不轻
松，进度却是最快的一年。

“有了早几年的基础，现在各项工作都走上
了常态化、制度化轨道。”以项目计划为例，这是
保障房全年工作的基础和依据， 在去年2月底前
就完成了全年的项目计划安排。而以前，有的地
方因准备不充分等原因， 到4月份还没安排好全
年的计划。

不仅如此，项目进度巡查也迅速铺开。年初，
郴州市在全省月度通报中连续2个月排名倒数第
一。面对压力，该市主要领导先后23次召开专题
调度会议， 还约谈了6个进度相对滞后的县市区

“一把手”，很快扭转建设滞后的局面，6月份进度
排名靠前，受到省里通报表扬。

劲往一处使。全省去年保障房开工率上半年
即达到86.3%，比2012年同期提高24.9个百分点，
排全国第六位；到去年9月底，我省是全国17个保
障房建设开工率最早达到100%的省份之一。

让更多住房困难群体受益
值得注意的是，去年33.26万套的总任务中，

公租房占据大头，达13.36万套。其余为城市棚户
区改造、廉租房、经济适用住房、国有工矿棚户区
改造、林区棚户区改造、垦区危房改造任务以及
新增廉租住房租赁补贴。

根据制度设计，廉租房主要针对具有户籍的
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而公租房主要是针对中等
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等更广泛的住房困难群

体（根据国家最新政策，从2014年起，廉租房和公
租房将并轨运行）。

把公租房建设摆在更重要位置，有利于扩大
保障范围。如浏阳市提出了建设乡村教师公共租
赁住房的新思路，去年开工建设乡村教师公共租
赁住房390套，分布于18所乡村学校，为优秀人才
扎根乡村教育事业解除了后顾之忧。省住建厅提
出，将符合条件的城市环卫临聘人员纳入重点保
障对象。 省会长沙去年8月启动了中低收入住房
困难家庭申报登记，通过对外来务工人员、新就
业大学生等住房困难群体摸底，着手将其纳入保
障范围。

加强管理，确保分配公平，全省各地出硬招、
出实招。如娄底纪检监察部门去年10月向社会通
报，该市共清退不符合政策的保障房货币补贴和
实物配租户3678户，坚决杜绝“住着高楼领补贴、
开着小车住廉租房”现象。

不让保障房“空城”
一边是有人没房住， 一边是有房没人住。事

实上，当不少地方保障房遭遇“空城”尴尬，地址

偏、环境差、无配套的共性问题引发广泛关注。
保障房同样也要“优居”。去年，全省各地的

保障房规划逐步被纳入到城市总体规划。省住建
厅提出，对选址偏远的项目实行地方政府配套建
设承诺制度，对不能按期配套的项目，将严格控
制准入。

保障房小区住户成分复杂、 管理难度大。岳
阳市改变过去传统的自管模式，通过招投标对保
障房小区实行专业物业管理，由市政府每年安排
100万元资金用于弥补物业管理经费的不足。株
洲市“和谐家园”廉租房小区共有住户1433户，以
探索成立小区党支部的新模式， 把基层党建、引
导群众自我管理结合起来，以“爱心小屋”形式把
社会救济、帮助特困群众结合起来，管理成效显
著。

加强保障房小区配套建设，去年已得到中央
和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去年建设任务33.26
万套，中央补助基础设施配套资金达35.69亿元。
在去年12月底召开的全省保障性安居工程会议
上，杜家毫省长明确要求：保障房省级配套资金
要在前几年的基础上翻一番。

本报1月23日讯 （记者 于振宇）
今天上午， 记者从省高级人民法院召
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13年全
省法院共审结食品安全犯罪案件33
起，54人受到刑罚。

2013年， 全省法院共审结生产、
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犯罪案件
11件， 对14名被告人适用了刑罚，其
中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9人；审结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案件22
件，对40名被告人适用了刑罚，其中
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25人。

据了解，我省食品安全犯罪，主要
集中在人民群众餐桌上常见的食品，
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对病死或死因不明
的猪肉进行加工制作和销售。 部分案
件犯罪数额巨大，犯罪持续时间很长，
参与人数众多， 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
固定的犯罪团伙和利益链条。 犯罪地
大多集中在乡镇村庄等行政监管薄弱
的地方，如城乡结合部、农户家中等。
部分地区对国家关于依法处理病死家
禽家畜， 特别是如何处理病死猪肉的
法律、 法规的宣传和执行力度亟待加
强。

■相关链接

病死 猪 肉 制 成 腊 肉 ，
主犯被判15年

2008年5月到2013年6月， 被告
人周坚、高丰租用被告人杨兴龙、杨志

船的仓库加工劣质腊肉共计90余吨，
销售金额达200余万元。

加工过程中， 加入了国家禁止在
肉类制品中添加的亚硝酸钠、日落黄、
胭脂红、 焦糖等色素。2013年8月，桃
江县人民法院一审以生产、 销售伪劣
产品罪判处高丰有期徒刑15年，并处
罚金人民币105万元；以生产、销售伪
劣产品罪判处周坚有期徒刑7年9个
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43万元 。高丰等
不服提出上诉。 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审裁定维持原判。

腐竹中添加“吊白块”获刑

2011年9月以来， 被告人龙菊香
在未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的情况下，
在邵东县火厂坪镇祥隆村的家庭作坊
内生产食用腐竹， 添加对人体有害的
工业化工原料甲醛次亚硫酸钠 （俗称
“吊白块”）。

2012年3月22日，邵东县质量技
术监督局向龙菊香下达责令停止生产
指令。龙菊香置之不理，直至2012年4
月12日被邵东县公安局抓获。其生产
的有毒有害腐竹3000余斤全部销往
邵东市场。经鉴定，腐竹中检出对人体
有害的甲醛。

2013年1月25日，邵东县人民法
院以生产、 销售有毒食品罪判处龙菊
香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
元。龙菊香不服提出上诉，邵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二审裁定维持原判。◎责任编辑 李军 实习版式编辑 张欣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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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房，从“忧居”到“优居”
———回眸2013年湖南经济之十

54人危害食品安全获刑
犯罪地集中在城乡结合部

集古代辞赋之大成，历时20年编校，2800余万字

《历代辞赋总汇》出版

打击多发性侵财犯罪
战果斐然

破案276453起，抓获犯罪嫌疑人34641名

长沙汽车西站启用临时发班区
周边道路实行交通管制

南航增开深圳飞长沙航班

截至去年12月底， 各地开工建设保
障房36.3万套 ， 开工率达到108.3%。
去年建设改造任务33.26万套， 中央补
助基础设施配套资金达35.69亿元

去 年 总 任 务
33.26万套

公租房13.36万套

基本建成34.26万套

竣工20.85万套

制图/李真明

本报1月23日讯 （记者 李国斌）
记者今天从湖南文艺出版社获悉，历
时20年，总字数达2800多万字的《历
代辞赋总汇》，于2013年底出版，成为
古典文学出版方面空前绝后之举。

《历代辞赋总汇》是国家出版基金
资助项目，全书共26册，2800多万字，收
录先秦至清末 7391位作者的辞赋
30789篇。该书由湖南师范大学教授、中
国辞赋学会第一任会长马积高担任主
编，点校团队集聚了国内近60位顶尖赋
学专家。从1994年进入湖南文艺出版社
编辑程序，至完成出版，历时20年。

湖南文艺出版社社长刘清华介
绍，该书收集广博，凡题目标明“辞”或
“赋”、“骚”者，一并收入；考订精审，编
者纠正了前人编辑中的一些错误，对

作者的时代与作品的归属， 做了精细
的考量；资料详备，配有作者小传及作
品校记，以备读者了解相关知识。

据了解，赋在汉代兴起以后，历代
都有赋体文学作品的汇集编辑， 规模
大的，当属清代康熙年间汇编的《历代
赋汇》和光绪年间初版的《赋海大观》，
前者收入先秦至明代的赋作4161篇，
后者则收12265篇。 而《历代辞赋总
汇》收集之广，编辑之精，分类之明，远
远超越前人， 可谓古典文学出版方面
空前绝后之举。

南京大学教授、 中国辞赋学会会
长许结认为，《历代辞赋总汇》 是古典
辞赋的集成， 是首次全面而系统地展
现“中国赋”的风采，为赋学研究与辞
赋爱好者提供了最完整的创作库存。

本报1月23日讯 （记者 王曦）今
天上午，省公安厅召开发布会，就“打
击多发性侵财犯罪” 阶段成果进行汇
报。

2013年以来，街头“两抢”、入室
盗窃、 盗抢机动车等多发性侵财案件
面广量大，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对
此， 我省公安机关重拳出击， 以打促
防，成效斐然。去年全年，全省共侦破
“两抢一盗”、 诈骗等多发性侵财犯罪
案件276453起，打掉犯罪团伙373个，
抓获犯罪嫌疑人34641名。2013年10
月， 郴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联合桂东
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成功摧毁了一长期
流窜于湘潭、郴州、株洲等多个地区作

案的耒阳籍入室抢劫盗窃团伙， 抓获
犯罪嫌疑人8名。 该犯罪团伙在近2个
月内采用撬门入室的方式作案56起，
涉案金额达40余万元。

春节将至， 各类侵财案件将进入
高发期。公安厅提醒群众，外出时要尽
量选择治安环境好的路线， 避免在偏
僻或昏暗的路段独身行走。 在银行取
款时，注意观察四周状况，尽量结伴同
行。此外，遇到提及钱财和需要转账的
陌生电话及信息不要急于汇款， 避免
被不法之徒乘虚而入。 外出时随手关
窗锁门， 不要将信用卡等与其他证件
放在一起。若发现家中被盗，应保护好
现场，及时拨打报警电话“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