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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中雨 16℃～19℃
湘潭市 中雨 16℃～18℃

张家界 阵雨转小雨 17℃～23℃
吉首市 小雨转阵雨 16℃～18℃
岳阳市 阵雨转中雨 16℃～19℃

常德市 小雨转中雨 17℃～20℃
益阳市 中雨 15℃～18℃

怀化市 中雨 16℃～17℃
娄底市 中雨 15℃～17℃

衡阳市 中雨转小雨 18℃～20℃
郴州市 阵雨 18℃～25℃

株洲市 中雨转大雨 16℃～18℃
永州市 小雨 18℃～21℃

长沙市
今天，阴天有大雷阵雨，明天，大雷阵雨转阵雨
南风 2~3 级 17℃～19℃

２０14年4月24日 星期四
通讯员新闻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 市州新闻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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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23日讯（石科圣 杨军 李礼壹）益阳
市近日在全市境内6个饮用水源和农业、景观娱乐
用水区树立标示牌， 让群众清晰直观了解水功能
区，增强民众关注水资源、保护水资源的意识。

益阳市从解决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环
保问题入手，严格水资源管理，全市水资源量及水
质状况得到极大改善。目前，资江益阳段5个断面
监测到的1万余个数据显示，其水质稳定达到国家
Ⅱ类水质标准， 志溪河7个断面水质合格率达到
85.7%，兰溪河2个断面水质由劣Ⅴ类改善为Ⅳ类，
洞庭湖益阳水域水质由劣Ⅴ类改善为Ⅲ类。

益阳市水资源较为丰富， 但降水时空分布不
均，季节性、区域性、水质性缺水日益明显。为构建
和谐人水新关系，市委、市政府出台了严格的水资
源管理考核制度、 入河排污口监管暂行办法等一
系列文件。并将水资源管理、主要河湖水功能水质
达标、 城市水环境功能区水质指标管理和流域保
护开发、高耗水行业节水技术改造、污水处理以及
达标排放等多项指标，纳入“绿色益阳行动纲要”。
还设立了全市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 用水效率控
制、水功能区限制纳污3条红线。将新、改、扩建取
用水项目水资源论证、排污口设置及节水措施“三

同时”制度，列为项目立项审批前置条件。
益阳市委书记魏旋君说， 作为洞庭湖生态经

济区中心城市之一， 益阳市就深化生态文明建设
早动员、早部署、早行动，充分发挥益阳生态优势，
将水源地保护、城乡饮水安全、水环境治理、河湖
生态修复等水资源保护建设列为今后10年水利工
程建设任务，处理好资源开发和生态建设的关系，
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目前，全市水资源优化
配置格局基本形成， 已开工建设南县南茅运河水
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兰溪河志溪河污染综合治理、
沅江五湖连通等工程，取得了初步成效。

本报4月23日讯 （记者 陈永刚 通讯员 鞠文
霞 孙应德）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记者近
日在湖南信息科学职业学院举行的长沙县知识产
权宣传周启动仪式上了解到， 该县的专利申请总
量和授权总量均居我省县(市)区第一位，“星沙制
造”正向着“星沙创造”升级。

近年来，长沙县全面推进“专利、商标、版权、
标准”四大知识产权战略，充分发挥企业作为创新
主体的作用，加大“政产学研金”合作力度，专利实
施转化率高达70%以上。从2009年起，长沙县正式
将知识产权专项经费列入财政预算，逐年递增，去
年该项经费突破700万元；设立了全国首创的县级

专利奖， 对获得专利金奖的发明人给予20万元的
重奖。今年,该县又实施“专利倍增”计划，新增了
专利实施资助、专利配套奖励等奖项，不断引导企
业提升创新能力，加快产业转型升级，鼓励企业将
技术创新成果专利化， 在全县营造了浓厚的创新
创造氛围。

目前， 长沙县高新技术企业90%拥有核心知
识产权，2013年全县126家高新技术企业实现产
值上千亿元，一批锐意创新的代表性企业在各自
行业崭露头角： 顶立科技针对我国航空航天、军
事等高端领域用大尺寸、异形碳/� 碳化硅等复合
材料而开发的大型等温气相沉积炉，填补了国内

空白； 中联重科的80米碳纤维臂架泵车、101米
混凝土泵车创造了世界纪录；铁建重工成功研制
出国内首台隧道预切槽设备，实现了我国工程机
械行业的又一个新的突破。去年，长沙县以全国
第二的综合评分获批首批“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工
程示范县”。

本报记者 彭业忠

4月17日晚上9时05分， 位于花
垣县城北郊的边城高级中学， 准时
下了晚自习，几分钟后，学生们便从
校门口涌出。

黑暗中， 校门外两台警车上闪
烁着的警灯，格外耀眼；花垣县政法
委书记、县公安局局长陈忠耀，与县
公安局巡特警大队和经侦大队的4
名民警，身着警服，分别站在校门外
的显眼处，一同为学生们护学。

这一天， 陈忠耀按县公安局党
委的规定，当了一天的巡特警。

早上7时20分，花垣县公安局的
操场上，陈忠耀穿着巡特警服，出现
在巡特警大队三排的队列中， 与刚
下班的二排交接班。

7时30分， 巡特警大队4个排的
76名队员，列队进入食堂就餐。高个
子的陈忠耀，排在了三排的最后。吃
面条时， 陈忠耀便与同桌的两位年
轻辅警，聊起了家常。

8时25分，全副武装的20名巡特
警队员，分乘两辆面包警车和8台摩

托车，向县城的大街小巷驶去，12个
小时的巡逻，开始了。

边城大道、赶秋路、城南路、建
设路， 慢慢地一路开车巡逻；9时05
分，到达边城广场后，又改为走路巡
逻，陈忠耀走在最后。

在赶秋路与建设路交会处， 从外
地退休回花垣居住的土家族71岁的杨
老汉， 对同伴赞叹道：“市民们在大街
上随时可看见警察，安全感强多了。”

巡逻到花垣县第二中学时，登
高楼社区治安委员吴岩贵反映，二
中门口的两个小巷子是摄像头的盲
区，陈忠耀现场查看后决定，再安装
两个摄像头。

上午11时29分， 巡逻队回到边
城广场， 陈忠耀告诉紧跟其后的记
者：“下次还要当一天社区民警，当一
天看守所的民警，这是与最基层的警
员们打成一片， 了解他们的工作状
况，解决他们需要解决的问题。今天
我就发现巡特警大队的警车太老旧
了，一定得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这天晚上，等学生们都回了家，陈
忠耀才结束了一天的巡特警生活。

长沙电费缴费系统
4月28日至5月6日停运

市民请提前预存电费
本报4月23日讯（陶芳芳）记者今天从国网长沙供电公

司获悉，为进一步提高供电服务水平，实现长沙农村电力
和城市电力同网运行， 国网长沙供电公司营销系统将于4
月28日零时到5月6日8时之间停运升级， 请有需要的市民
提前预存电费。

此次停运升级涉及到全市城区居民及160万户农
村电力客户的电量电费的财务清理、核算。受系统升级
停运影响，4月28日至29日， 电力客户只能通过长沙供
电公司各营业网点采用现金方式缴纳电费。4月30日至
5月6日，国网长沙供电公司将全面暂停营业网点现金、
银行、第三方金融机构办理的电费收缴业务、用电申请
等需要系统即时支持的一切电力相关服务。

系统停运期间，用电问题可通过关注“长沙供电”
微信公众服务平台咨询长沙供电公司工作人员。 在物
业购电的专变客户不受此次系统停运影响。

本报4月23日讯 （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朱剑飞 余凯华）近日，南车
株洲电机有限公司本部首台兆瓦级
直驱永磁同步风力发电机整机下
线。这标志着株洲继江苏大丰、内蒙
古包头之后，成为“南车电机”建立
的第三大直驱永磁发电机研制基
地。

“南车电机”是我国最大直驱永

磁发电机研制企业之一，去年以来，
随着我国风电市场逐步回暖，“南车
电机”大力展开前瞻性、战略性产业
布局， 将直驱永磁发电机产业转向
株洲公司本部回流升级。 到4月初，
顺利完成了株洲研制基地建设，开
始生产1.5、2、2.5兆瓦等市场主流机
型直驱永磁发电机产品， 预计年产
量可达300台。

着力构建和谐人水新关系

专利授权总量居全省第一

记者在基层

局长当了一天巡特警

株洲首台兆瓦级直驱永磁发电机下线

4月23日，长沙市岳麓区步
步高广场， 市民在移动献血屋
无偿献血。 移动献血屋相对于
流动献血车而言， 受冬夏季节
气候的影响小， 环境更宽敞舒
适。

本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熊军 摄影报道

本报4月23日讯（记者 王曦 通讯员 孔奕）“砰”的一
声巨响，地铁站台一垃圾桶突然“爆炸”，多人“死伤”。公安、
民政等多个部门紧急出动、联动处置，快速抓获实施“爆炸”
的嫌疑男子……这是今天上午长沙地铁2号线反恐应急演
练的一幕。

长沙地铁2号线即将于4月底试运营， 为切实做好轨道
交通反恐防恐工作， 检验和提升公安机关及相关单位应对
处置突发案（事）件的能力，今天上午，长沙市反恐办组织市
应急办、公安、卫生、民政、环保、住建委、轨道集团等单位在
长沙地铁2号线杜花路站开展爆炸恐怖袭击应急演练。

9时30分许，杜花路站站台一垃圾桶突然发生爆炸，多名
群众“死伤”，现场一片混乱。接警后，长沙市公安局立即启动

应急预案，抢救伤者、疏散群众、警犬搜排爆、排除二次爆炸威
胁、周边道路交通管制、现场勘察、调查访问……至9时50分
许，民警在万家丽南路成功拦截一辆牌号为湘AXXXXX的出
租车，将乘坐该车逃跑的“犯罪嫌疑人”抓获，并从其身上查获
遥控器一只，一起“恐怖袭击案”20分钟便成功告破。

据了解，此次地铁反恐应急演练以“不搞台本预演、检
验实战能力”为原则，突出检验公安机关和相关成员单位在
紧急情况下的组织指挥能力、应急处突能力、协同作战能力
和现场处置能力。此次演练，长沙公安机关共出动警力1000
余人次，各类警用车辆100多台次，所有器材装备均按照实
战要求进行配备和使用，公安机关还专门安排考评组，对演
练过程和效果进行考核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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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分钟破获“恐怖袭击案”

省会举行地铁反恐演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