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彭业忠

印山台， 是保靖县葫芦镇的苗
族同胞们对印山村的俗称。 该村在
海拔900多米高的台地上， 苗族同
胞们的生活还很贫困。

3月 20日 ， 该村的 扶 贫 单
位———自治州团结报社社长、 总编
辑刘世树，将康宝莱（中国）保健品
有限公司代表杨必坤等爱心人士一
行8人，引到了村里，进行爱心慈善
活动，让全村600多名苗族同胞，感
受到了爱的涌动。

热情好客的苗族同胞们， 打起

苗鼓欢迎爱心人士。
在给特困村民发放油米、 慰问

金和春耕物资的现场， 爱心人士们
忙得不亦乐乎———来自武汉的李明
波夫妇，和来自邵阳的章小宁夫妇，
给苗族同胞们发放肥料； 来自浏阳
市的陈安安阿姨、 长沙市的黄易长
先生和来自怀化市的易华敏小姐，
则给苗族同胞们分发油和米。

看到爱心人士们的忙碌， 村民
周贤爱便主动来帮忙，他对记者说：
“太感人了， 我们住在这样的高山
上，还有好心人牵挂。”

5万多元的各种爱心物资的发

放，用了很长的时间，但爱心人士们
都没觉得累。

在座谈会上， 爱心人士们听说
有5名贫困的苗族学生学业都难以
为继时， 便结成长期帮扶“对子”
———帮助他们直到大学毕业，5名学
生的家长都感动得落泪。 当得知村
里的9户苗族家庭，因去年年底的一
场火灾， 经济很困难时，8位爱心人
士现场捐赠了8400元。

杨必坤说， 此次来印山村捐助
是他们的第一次爱心活动， 他们将
把印山村确定为长期帮扶对象，为
村民脱贫致富贡献一份力量。

邵阳百岁老人重登户口
本报3月21日讯（通讯员 龙宁 记者 蒋剑平 戴勤）

邵阳市百岁老人邓免秀在户口被注销多年后，终于又
有了户口。近日，当地户籍民警把新的户口簿送到了
老人手中。

邓免秀出生于1913年12月19日， 家住邵阳市大
祥区城南乡城南园艺场（属农村户口），年轻时远嫁四
川。丈夫去世后，1978年她带着女儿回到老家城南乡，
但一直未去办理户口迁移手续。后来，四川公安机关
以为邓免秀已去世，就注销了她的户口。去年下半年，
为了能享受到政府发放的补贴，邓免秀才到邵阳市公
安局大祥分局申请补录户口。因为年代久远，城南乡
和四川公安机关都找不到老人的户籍档案。大祥公安
分局人口大队接到老人补录户口的申请后高度重视，
迅速向市公安局人口支队报告，并安排当地社区民警
进行调查核实。民警多方走访调查，确认了老人户口
的真实性。随后，为老人办理好户口补录手续，并将户
口簿送到老人家。 ◎责任编辑 李茁 实习版式编辑 张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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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多云 10℃～15℃
湘潭市 晴转多云 9℃～17℃

张家界 多云转阴 8℃～15℃
吉首市 多云转阴 7℃～16℃
岳阳市 晴转多云 9℃～19℃

常德市 多云 8℃～16℃
益阳市 多云 7℃～19℃

怀化市 多云转阴 8℃～14℃
娄底市 多云 8℃～18℃

衡阳市 多云 9℃～19℃
郴州市 多云 10℃～20℃

株洲市 多云 7℃～18℃
永州市 多云 10℃～17℃

长沙市
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明天，阴天有阵雨
南风 2 级 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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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21日讯（记者 戴勤 蒋剑平
通讯员 罗佳成 曹良海） 近日， 走进位
于隆回县工业园区的百山洁具公司扩建
的厂房里， 工人们正在水泥基座上组装
着第二条流水生产线。 他们专注地安装
着一个个零件，耐心调试着一件件设备，
忙碌而有序。公司负责人罗友青介绍道：
“现在订单多了，日产1000只的洁具生产
线已不能满足订单的需求， 便着手安装
第二条生产线。”

近年来，该县把鼓励、支持、引导非
公经济发展作为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

重点， 出台了《关于加快非公有制经济
发展的实施意见》 等一系列规范性文
件，设立“工业发展专项资金”，扶持非
公中小企业发展。同时，该县还投入1.7
亿元拓展工业园区主次干道，铺设通讯
管网，改造水电线路，进行绿化、亮化，
完善园区基础设施建设， 增强园区功
能， 为非公企业搭建发展平台。 在此基
础上，该县立足招大商、引产业，承接产
业转移。湖南浩天米、恒祥彩印等30余
家优势企业、 优势项目落户， 促进全县
非公经济扩容提质。

为确保企业项目引得来、留得住，该
县建立了招商引资项目全程代理、 集中
审批的“一站式”服务模式，实行县级领
导挂点联企制度 ,成立“支、帮、促”工作
组，致力于改善非公企业融资环境，每年
组织召开4次“银企洽谈会”，实现银企对
接，为非公经济企业发展提供信贷支持，
解决非公企业融资难题。去年来，该县银
行金融机构共为百山洁具、 福鸿工艺等
企业发放信贷资金25.9亿元。

招商引资力度加强， 投融资环境优
化， 让隆回非公经济驶入发展快车道。

据了解， 该县现有非公经济组织14303
个， 其中产值过亿元的非公企业31家，
过千万元的220家，过百万元的达500余
家， 吸纳从业人员11.7万人。2013年 ,非
公经济总量占全县GDP的88.9%， 该县
也被评为全省发展非公经济和中小企业
先进县。

本报3月21日讯（记者 徐典波 徐亚
平 通讯员 李谦） 岳阳市水务局本月初
将机关食堂对外承包，实行社会化管理，
用于后勤服务的15名编制被“置换”给市
河道采砂管理处， 既解决了单位业务管
理的“用人之急”，又保证编制总量“只减
不增”。近日，记者从该市编制办了解到，
去年以来， 岳阳在保持行政事业编制总

量“负增长”的情况下，跨层级跨部门跨
单位盘活编制3200多个， 实现了编制资
源的科学配置和高效利用。

该市采用“加减法”盘活编制存量。
针对职能弱化、人浮于事的情况，坚决减
编。去年以来，全面清理事业单位编制，
撤销擅自设置等机构173家， 整合零散、
重叠机构207家， 核销编制612个； 实施

“花钱买服务，养事不养人”等措施，对市
直220个从事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编制，
实行“定编不到人”管理，由财政依据编
制数核拨经费，有效控制了编制规模。

该市在经济社会发展等重要领域
则多做“加法”，以职能消长为依据，将
“减”中“抠”出来的编制资源，“加”到职
能强化的部门及急需岗位。从市公安局

机关、 各支队和分局机关调剂编制212
个，用于“警力下沉”，充实了城区基层
派出所警力，见警率和办案率得到有效
提升；根据职能动态评估结果，从市直
撤销机构和职能弱化单位压减235个编
制，用于改善教育、环境保护和社会保
障等民生领域公共服务质量，将每个编
制用在了“刀刃上”。

隆回非公经济扩容提质
去年非公经济总量占全县GDP近九成

岳阳科学配置编制资源
盘活行政事业编制3200多个

记者在基层

老汉义修“霸王鞭”
本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伍丹

3月16日，春光灿烂，记者在溆浦县向警予纪念馆外的小
广场上看到，一群民间艺人挥舞着棒子，随意、活泼、洒脱的
舞棒，吸引了很多过往群众驻足观看。据了解，这是在溆浦民
间流传已久的霸王鞭。

但最吸引记者眼球的，却是在广场角落里埋头修理霸王
鞭的一位老人。经打听这位名叫唐荣光，广场上的老人们都
亲切地叫他老唐。老唐在这里义务帮大家制作、修补霸王鞭
已经有好几年了，小广场上的人几乎都认识他，说起他的事
也是如数家珍。

据记载，霸王鞭，又名“花棍”、“连厢”、“金钱棍”等，是民
间艺人卖唱时的乐器兼舞具， 相传为楚汉时期霸王项羽所
创，是中华民族古老的民间艺术。唐荣光年轻时就是一个霸
王鞭舞蹈爱好者，退休后，看到舞霸王鞭的人越来越少，买霸
王鞭的店都找不到了，他决心去义务帮助想要学习这门传统
艺术的人修补、制作霸王鞭。

在唐荣光老人这里，不管是修补还是制作霸王鞭都是免
费的，只是有时候一些舞蹈队做得比较多，便会给老人家补
上一些材料费，仅去年一年，他就义务帮群众制作了300多
条霸王鞭。

“我们舞蹈队的霸王鞭全都是老唐帮忙做的，现在舞霸
王鞭的人少了，商店里很难买到，老唐做的又好还不花钱。”
一位舞蹈队的妇女说起唐大爷，赞不绝口。

“我年轻时候在乡下，一有空就和乡里人一起舞霸王鞭，
现在的年轻人都忙着赚钱去了，没人学霸王鞭，也没人来做
这霸王鞭，看着这么好的东西就要没有了真难过。”想起霸王
鞭濒临失传，唐荣光满是心痛。

谈到在小广场上做“义工”的事，唐荣光老人对记者说：
“我只是希望方便多些人来学，在我还能动的时候多为霸王鞭
的传承尽点绵薄之力，别把老祖宗留下的好宝贝给弄丢了。”大型民俗情景剧

《烟雨凤凰》30日首演
本报3月21日讯（记者 张湘河 通讯员 路文）在沱

江畔，一台大型民俗情景剧《烟雨凤凰》将在本月30日进
行首演。今天，记者在位于凤凰古城的《烟雨凤凰》剧场
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对声、光、电、水等做最后调试。

大型民俗情景剧《烟雨凤凰》系大湘西文化旅游
产业的重点项目。《烟雨凤凰》剧场总投资约1.3亿元，
剧内可以同时容纳2500人观看演出。同时，舞台和观
众席的设计能够确保雨天正常演出。

《烟雨凤凰》的出品人叶文智告诉记者，该剧结合
了湘西地域文化山水形态， 以文学巨匠沈从文著作
《边城》中的故事为剧情,打造的一台极富湘西人文特
色的大型民俗情景剧。“希望通过这台演艺，让游客不
仅能领悟到凤凰深刻的文化内涵，还能感受深层次的
文化体验、情感体验”。

汉寿 会议大“瘦身”
本报3月21日讯（记者 李寒露 通讯员 李进）3月20日上

午，汉寿县教育、卫生、计生“三会合一”；下午,�宣传、文化、旅
游，又是“三会合一”。今年来，汉寿县把精简会议作为反“四
风”的一项重要举措来抓，严格全县性会议的审批管理，对全
县性会议的数量、规模、会期和规格等进行控制，会议内容与
参加人员职责相连的合并召开， 减少参会人员来回奔波。同
时，明确会议只安排1位县领导做主题讲话，时间控制在1小时
内，每次会议会期不超过半天，做到开短会、讲短话、重实效。

长沙 清查违规挪用公共停车场62家
本报3月21日讯（记者 王曦 通讯员 肖强）记者最近从长

沙市交警支队获悉，该市已清查违规挪用停车场62家，各公共
停车场经营业主从即日起可到辖区交警大队办理相关登记备
案手续。自去年开始，该市开始对公共停车场违法改建、挪用
等进行全面清理，2013年清查违规挪用公共停车场的单位和
个人16家，今年以来清查出46家。对公共停车场擅自停用、挪
用及改变用途的， 市民可拨打电话0731-88878898向长沙市
停车管理办公室举报。

新田 摧毁一抢劫出租车犯罪团伙
本报3月21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李彬彬 谢芸）3

月19日，新田县公安局成功抓获以租车为名实施抢劫的犯罪
嫌疑人周某某，及涉嫌销赃的嫌疑人李某。

2月28日傍晚，嘉禾县人周某、周某某以租车为名，将面包
车主王某骗至一条乡村小道上，将其驾驶的五菱宏光面包车及
一部小米手机、200元人民币抢走。接到报警后，新田县公安局
刑侦大队立即调取沿路监控录像， 迅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到
19日，警方抓获犯罪嫌疑人周某、周某某及销赃嫌疑人李某。

新闻集装

爱心涌动“印山台”
3月21日，游客在安仁县稻田公园赏花休闲。当天，2014年中国·安仁赶分社（神农春分药王节）暨第六届油菜花

节在该县举办，25万亩油菜花在春风细雨中怒放，美不胜收。 本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何炳文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