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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多云 7℃～17℃
湘潭市 多云转晴 5℃～17℃

张家界 阴转晴 7℃～20℃
吉首市 阴转多云 7℃～16℃
岳阳市 多云 6℃～15℃

常德市 多云转晴 7℃～18℃
益阳市 多云转晴 7℃～17℃

怀化市 多云 6℃～17℃
娄底市 多云转晴 6℃～18℃

衡阳市 阴转多云 8℃～17℃
郴州市 小雨 10℃～14℃

株洲市 阴转多云 7℃～16℃
永州市 阴转多云 8℃～14℃

长沙市
今天多云，早上有雾，明天，阴天转小雨
北风 2~3 级 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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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20日讯（记者 张湘河 通讯员
梁涛 李盾） 龙山县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
中注重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扶持他们成为创业带头人。目前，全县已
涌现出1700名党员创业大户， 带动近10
万农民发展特色产业基地10.3万亩，年创
收入突破10亿元。

龙山把扶持党员创业大户作为破解

农村发展难题的一个重要措施，为具备一
定创业能力的农村党员发放贴息贷款。县
委组织部负责统筹，在县就业服务管理中
心设立担保贷款担保机构，为党员贷款提
供担保，县党务服务中心与农村信用社协
调办理贷款发放手续。县委还成立了党员
帮扶基金，推行“基金+培训+贷款”的帮
扶模式，依托县、乡、村3级党务服务网络

对党员进行政策支持、 技术培训和信息
传达，并按照作用类同、行业相近、产业互
补的原则建立党组织，对运作良好、有3
名以上党员的示范性合作社， 单独建立
党支部，采取“信贷+贴息”的方式发放党
员创业贴息贷款， 选派党建工作指导员，
帮助指导党员创业。

一年来， 龙山共争取贴息贷款2500

万元，按照党员个人申请、支部核查、乡镇
党委资格审查、县党务服务中心审定的程
序， 为农村党员发放3至8万元的贴息贷
款。目前，全县已有9000多名农村党员加
入了创业队伍,�领头组建了烤烟、 百合、
柑橘、金银花、反季节蔬菜、网箱养鱼等各
类专业合作社245个, 吸收了大量农民就
业,并带动了众多农民致富。

本报3月20日讯（记者 陶小爱 通讯员
邓利良 童继源）3月7日， 中国鞋王———
广东必登高投资2亿元创办的广州鞋业
园正式落户宁乡县双凫铺镇。至此，宁乡
县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已聚集了大小不
等的20余家制鞋企业， 年产鞋能力突破
3000万双。 一个中国中部鞋都正在宁乡
快速崛起。

鞋业生产在宁乡历史悠久， 早在上
世纪80年代， 宁乡双凫铺镇就有50多个
鞋厂，制鞋业成为镇域经济的支柱。由于

产业环境和政策环境的变化，在市场经济
的狂风暴雨中，宁乡鞋业纷纷关闭，企业
创办人远走他乡，另起炉灶。据不完全统
计， 宁乡人在外创办鞋厂及配套企业达
350余家，在全国各地开办鞋类产品销售
的门店500家，在外从事鞋类产业的工人
2万余人。

在谋求县域经济发展新途径中，宁乡
县的决策者清醒地认识到，制鞋业虽然是
传统产业， 但它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是
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的有

效途径。由此，宁乡借沿海地区产业转移
之机， 选择双凫铺创建宁乡鞋业产业园。
对入园企业实行“放水养鱼”政策，政府对
鞋厂固定资产投入融资给予贴息， 同时，
引进开发商，建起一批标准厂房。良巢引
得百凤栖，短短一年多，11家知名鞋厂从
广东、温州落户宁乡发展，前来考察洽谈
者更是络绎不绝。 今年春节过后的一个
月内，就有来自江西、浙江150多家知名
鞋厂来宁乡洽谈落户。

风起云涌的投资热潮， 又激发了本

土企业的竞争意识。年产规模达120万双
的宁乡洁美鞋业，又投资1个亿，新上一条
真皮女鞋生产线， 产值有望由去年的2亿
元跃升到今年的3亿元， 鞋款也花样翻新
到了1000多个品种，品牌“香雨香雪”还
获评湖南省著名商标。

1700名党员带头创业龙山

“中部鞋都”正快速崛起宁乡

长沙全面推广
绿色建筑

本报3月20日讯（记者 陈永刚）从今年起，长沙20
万平方米以上的居住小区项目都要按绿色建筑标准
进行规划、建设和运营管理。这是记者从今天举行的
长沙市绿色建筑行动实施方案宣传贯彻会上了解到
的信息。

绿色建筑是指在建筑的全寿命周期内，最大限度
地节约资源（节能、节地、节水、节材），保护环境和减
少污染，为人们提供健康、适用和高效的使用空间，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建筑。绿色建筑有3个要素：保护环境
减少污染，节约资源和能源，创造健康安全、适用和经
济的活动空间

根据部署，长沙从今年开始，政府投资的办公建
筑、学校、医院、保障性住房等建设项目以及2万平方
米以上的公共建筑、20万平方米以上的居住小区项目
要按绿色建筑标准进行规划、建设和运营管理；到明
年年底，长沙市区绿色建筑开工面积占新开工建筑面
积的比例将达到30%以上，望城区、长沙县、浏阳市、
宁乡县绿色建筑开工面积占新开工建筑面积的比例
达到15%以上。

长沙还将重点推动梅溪湖核心片区国家绿色生
态示范城区建设， 带动洋湖垸片区等城市新区的发
展，到2020年，梅溪湖新城、洋湖垸片区等城市绿色生
态城区建设初具规模。此外，长沙还将逐步提高全装
修住宅的比例，力争到2015年，市区新建住宅实行全
装修比例达到30%以上，到2020年要达到50%以上。

本报3月20日讯（记者 周勇军 通讯
员 王峰 胡虹杰）自2月份我省第二批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启动以来，澧
县运用道德讲坛、澧州大鼓、广播“村村
响”、先进典型、网络媒体等平台，紧贴基
层实际组织学习教育。全县478个村（社
区）5500个小组的“村村响”广播，每天早
晚定时宣传， 第一时间把中央和省委有
关精神及活动进展情况送到广大党员群
众家。

据了解，澧县在教育实践活动中，坚
持边学边查边整改。 县委书记彭孟雄一
开始就要求，不能搞成形式主义，不能走
过场，而要真正解决问题。为取得实效，
目前，该县做到“四个必听”，即工作对象

和服务对象的意见、 基层党员干部群众
的意见、离退休老同志的意见、困难矛盾
突出地方的意见必听。 县委活动办成立
来访接待组，开通热线电话，公布网上举
报邮箱， 在各地设置征求意见箱， 公布
市、县督导组监督联系电话，建立网上群
众直通交流平台。针对行业领域、部门单
位不同程度存在的违规职务消费、 工作
“庸懒散”、 借招商引资高消费等突出问
题，开展专题治理，切实解决关系群众切
身利益的实际问题、联系服务群众“最后
一公里” 问题和优化经济环境方面的问
题。做到“开门纳谏建好账、明确责任分
好账 、真抓实改结好账”，用实实在在的
工作成效赢得群众认可。

谁来拯救
这个悬崖边的家庭

本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王璇 梁军

治病495天，花费70多万元，能否治好尚未可知。3
月18日， 湘阴县东塘镇花吴祠村五组村民吴焱华跟记
者说起其孙女吴争荣得的怪病，浊泪直流。当地村民既
深表同情，又无可奈何。

2012年11月9日早上，8岁的吴争荣突发高烧。家人
带她入汨罗市人民医院就诊。 做完血常规检查发现异
常后，医生建议转往大医院。他们急赴省城湘雅附属一
医院。孩子被查出患有“再生障碍性贫血”。医治半月，
花费3万多元，情况不见好转。

争荣的父母通过上网查询寻找医治此类疾病的知
名医院，走上了他乡求医路。先到了湖北天安医院，治
疗一年，效果不理想。争荣的父亲偶然听一病友说石家
庄血康医院的治疗效果不错。今年２月２５日，他将孩
子送到石家庄血康医院治疗。现在，孩子依然会出现牙
龈流血、牙齿松动等症状。

吴焱华告诉记者，他和老伴都已70多岁，自己患有
心脏病，却依然在干农活。孙女从患病至今，495天来已
花费70多万元。仅在湖北天安医院住院，一年就花了40
多万元。由于再生障碍性贫血，孩子每半个月要通过输
血维持生命；若是孩子感冒发烧，几天就要输一次血，
每次开销3000元。

“亲戚能借的钱，都已经借了。没办法，我只好借高
利贷。借1万元，一年要还18000元。”老人无助地看着记
者，话语间颤抖着，仿佛自己走到了悬崖边上。

面对吴焱华的遭遇， 东塘镇和花吴祠村都在设法
解难。去年，镇政府帮他办了低保；老人申请补助后，镇
政府又补助他6000多元。 但无疑是杯水车薪。“村里也
只能出点小钱。因为村里没有企业和项目。”徐国勤显
得很无奈。

徐国勤也曾带吴焱华去找爱心机构申请救助，“但
最终都毫无音讯。”他希望政府和爱心人士能帮吴家闯
过难关。

本报3日20日讯（记者 邹仪 通讯
员 李先志 杨雄春）花山花海人潮涌，
玉天玉地梨花春。3月20日，2014·湘
江源生态文化旅游节暨第三届梨花节
在蓝山大洞梨园开幕。 近万游客沐浴
着丝丝春雨，在“梨花带雨”的意境中
赏梨花、游梨园。

20日上午，在大洞梨园，四处花团
锦簇、 洁白如雪， 整个梨园如雪堆云
涌，银波琼浪。万亩梨花层层叠叠、如
诗如画，在毛毛细雨中显得更加迷人。
梨花树下， 数名身着瑶族服装的姑娘

漫步在梨园之中， 引来众多游客驻足
观看。据负责人介绍，每年3至4月是最
佳赏花期， 今年又是大洞梨花绽放旺
年， 游人可尽情饱览千树万树梨花开
的自然景观。

此次梨花节活动内容丰富多彩。
当天上午，在蓝山三蓝广场举行了“保
护湘江母亲河，打造锦绣潇湘城”学雷
锋志愿服务活动启动仪式。 梨花节期
间， 该县将在大洞梨园举行“梨园戏
曲”专场，省内外知名摄影家、作家、画
家走进梨园采风等活动。

通讯员 王玖华 朱小红
本报记者 贺威

干部入户送猪崽，乐得群众拍手笑。
双峰县梓门桥镇别出心裁，结合“我与群
众心连心、我帮群众解难题、我为群众办
实事”的活动，联手镇兴农畜业有限责任
公司， 免费向200多户计生贫困户提供3
元杂交良种仔猪500头。

2月27日，在梓门桥镇金元村计生纯女
户彭春生家， 镇里千金群工站干部胡冬阳
骑着摩托送来了4只重15公斤左右的“小猪
崽”。“要注意保暖， 猪食要搭配合理……”

一走进猪舍， 胡冬阳一边铺上一层干净的
稻草，一边向彭春生传授仔猪饲养“经”。

和胡冬阳一道而来的镇动物防疫员
彭建强也没闲着， 用喷雾器对猪舍四周
严密消毒，并送上消毒剂后，为彭春生上
起了小猪防疫治病的“健康”课。本村的
计生贫困户安勤学急匆匆地奔来， 请胡
冬阳和彭建强去他家指导仔猪喂养技
术， 忙得茶也没喝的两人又乐呵呵地当

“义务服务员”去了。
2月26日至28日， 全镇的186名干部

一齐出动，500头良种杂交仔猪安全地送
到208户计生贫困家里。

本报3月20日讯（记者 邹仪 通讯员
唐玫 杨荣涛）日前，国家质检总局发布
公告， 新田县陶岭乡等16个行政村现辖
行政区域内产的三味辣椒申报国家地理
标志产品保护，经审查合格。

陶岭三味辣椒是永州特产之一，新田
县陶岭乡出产的优质辣椒，肉厚、鲜红、透
明，从外表可以看到里面的籽粒，具有辣、

甜、香三种滋味，所以被称作三味辣椒,其
远销新加坡、斯里兰卡和印度尼西亚等国。
陶岭三味辣椒离地约6厘米高就分枝和开
花结果， 好苗每株可结果200至300个。新
田缺水，但因其耐旱能力强，可抗旱70天，
叶萎杆不死，一旦下雨，又可转青、开花、结
果， 但只能在陶岭乡10多个村约200公顷
的土地上栽种，才有三味。

记者在基层

“四个必听”广纳良策
澧县边学边查边整改

“三味辣椒”获地标保护

送猪崽

万亩梨园尽情绽放

蓝山梨花节游客如潮

3月20日， 一名游客在蓝山县大洞梨园拍摄漂亮的梨花。
本报记者 刘尚文 通讯员 李先志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