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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多云转阵雨 17℃～26℃
湘潭市 多云转阵雨 18℃～24℃

张家界 多云转阵雨 17℃～23℃
吉首市 多云转阵雨 16℃～22℃
岳阳市 多云转阵雨 18℃～22℃

常德市 多云转阵雨 18℃～24℃
益阳市 多云转阵雨 17℃～24℃

怀化市 多云转阵雨 17℃～23℃
娄底市 多云转阵雨 18℃～20℃

衡阳市 阵雨 20℃～26℃
郴州市 阵雨 19℃～29℃

株洲市 多云 18℃～26℃
永州市 阴转阵雨 19℃～27℃

长沙市
今天，阴天转小雨，明天，中雨转小雨
南风转北风 2~3 级 18℃～24℃

２０14年5月16日 星期五
通讯员新闻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 市州新闻 9

本报5月15日讯 （记者 朱章安 通讯
员 蒋素娟 李英姿 ）今年一季度，衡阳市
电子信息产业完成产值82.8亿元， 同比增
长52%， 增速居全省第一， 总量居全省第
二。电子信息产业规模以上企业主营收入
由2010年的43亿元， 增加到去年的398亿
元，3年翻了3番多。

近年来，衡阳市把发展电子信息产业
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重头戏来抓，大力打

造园区平台， 集中力量培育消费类电子、
电线电缆、精密模具、光伏能源等产业集
群。衡阳白沙洲电子信息产业园区共投入
8.5亿元，建成标准厂房33.8万平方米，办
公楼、 食堂等配套设施6.16万平方米，已
完成第一、二、三电子创业园建设，富士康
（衡阳） 工业新城项目及富士康配套企业
项目即将交付使用。目前，该园区已集聚
欧姆龙、富士康、中兴网信等世界500强

企业。
为加快电子信息产业发展，衡阳市推

出产品补贴、税收优惠、订单招工、专线公
交等一系列服务措施，依托其良好基础设
施和服务配套能力，吸引信息产业企业向
园区集聚。目前，全市形成了消费电子、军
工电子、应用电子、电子元器件、电线电
缆、新型电源等产业，产生了一批规模大、
质量高、技术先进的产品。北方光电“驾驶

员夜视系统”列入了国家高新工程应急专
项计划；豪泰通信“电子方舱”和通信车辆
填补国内12项空白；镭目科技钢铁冶炼液
面控制系统居国际领先水平。

衡阳电子信息产业主营收入3年翻3番

本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金中平 谢华

5月5日至10日，省委党校第46
期中青班第3学习小组10名师生，
来到溆浦县思蒙乡九家溪村， 进行
了令人难忘的“驻村入户体察民情”
体验式培训。

6天5夜， 学员们睡农家铺、吃
农家饭、聊农家事、帮农家忙，与干
部群众结下了深厚情谊。

穷在深山有远亲
九家溪村年轻劳力大多外出，

留守在村的多为老人和儿童。 到村
里第一天上午， 学员们分成3组，走
访慰问困难群众。75岁的村民舒开
考患有脑血栓，平时行动不便。看到
老人拄着拐杖下地耕作回家， 裤脚
被水打湿半截，省委党校、省行政学
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副主任艾医卫教
授马上从房里给他拿来换用的鞋
子，生怕老人着凉生病。

邵阳学院团委书记唐跃专门来

到村小学，还给30名留守学生当起
了临时“教师”。

“今后你就是我们的女儿，生活
中有什么困难尽管打电话。”14岁的
舒艳发父母双亡， 自幼与爷爷奶奶
相依为命，了解到她的坎坷命运后，
学员们耐心与她进行心理沟通 ,争
相给予帮助。

重温“汗滴禾下土”
九家溪村曾是怀化重要油茶产

区。 得知当前正是油茶管理忙碌时
节，学员们卷起裤脚，扛起锄具，爬
上山头，与村民一同干活。劳动中，
学员们向村民拜师， 学习油菜培管
技术，给油茶除草培土、修剪枝条。

“群众是最管用的老师，基层是
最丰富的教材。”省档案局科技信息
处处长仇壮丽结合自身工作， 建议
油茶产业申报档案科技项目， 对油
茶基地生产、加工、销售环节进行档
案管理。

九家溪村水渠渗水严重，学员们
决定与村民一同上山修渠。省水利厅

规划计划处处长易放辉沿着水渠走
进深山探测水源后，现场研究制订水
利设施建设方案， 通过申报项目，对
水库进行除险加固和水渠硬化。

建设“美丽九家溪”
九家溪村应走什么发展路子？

山村群众脱贫致富方向在哪里？学
员们结合所见所闻各抒己见。

“思蒙山美水美人更美，旅游发
展要坚持规划先行。”省煤炭管理局
办公室主任伍洪波说。 湖南建工集
团副总工程师谭丁希望旅游开发坚
持经济与生态并重， 还要融入更多
文化色彩， 给旅游赋予更多鲜活的
故事。

面对村里落后的基础设施，学
员们还捐赠现金15万元、 水泥100
吨，帮助联系水利设施建设、进村通
畅工程项目各1个。省纪委信息中心
主任王凯文拿出一个月工资， 帮住
户修缮危房。 省政府驻深圳办事处
办公室主任李志远还联系客商，支
持九家溪发展。

记者在基层

“你的梦,我帮你圆”
本报记者 王文隆 实习生 胡成希

“我有一个梦想,去美丽的厦门,听听鼓浪屿的
涛声,吹吹温暖的海风”,舞台上,家住长沙市雨花区
东塘街道的残疾人王娴洁用诗一般的语言大声地
说出了自己的梦想,“我来帮您圆梦,一定尽快安排,
让您美梦成真!”台下,雨花区政协委员、长沙市圆
之旅旅行社负责人周谊当场作出承诺。5月15日上
午,记者来到长沙市雨花区政协委员助残圆梦行动
现场,目睹了残疾人朋友大胆追梦,政协委员们热
心帮助圆梦的感人一幕幕。

上午9时,一阵阵欢快的音乐响起,残疾人朋友
一个个踊跃上台,表达自己的梦想。毕业于中央工
艺美术学院的廖建明,家住砂子塘街道,多年前,他
失明后,一直不放弃对艺术的追求,是当地小有名
气的“陶艺达人”。他的梦想是在家门口开一家“陶
艺吧”,“街坊邻居们可以来我的陶艺吧坐坐, 欣赏
我的作品的客人,可以带几件走,孩子们也来享受
玩泥巴的乐趣!”砂子塘街道政协联络处主任、区政
协委员宁世平接过话茬：“街道会赶紧想办法,找个
合适的场所,让老廖的陶艺吧早点开张 ,老街坊们
也多来捧场喽!”现场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

“作为残疾人,我虽然自己行动不便,但我十分
愿意尽我的能力去帮助残疾人朋友。”30多岁的郭
兵一向热心公益活动,他向政协委员们说出了自己
的梦想，开办“兵哥五彩助残工作室”,组织义工上
门服务,为残疾人朋友提供免费法律援助。区政协
委员、律师龚炜当即表示,自己所在的律师事务所
早有这个想法,从普法、实施法律援助上着手帮助
残疾人朋友,“下一步,就是帮兵哥圆梦了!”

“你的梦,我来圆”,区政协委员们一一作出承
诺。

雨花区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陈小玲告诉记者,
雨花区有两万多名残疾人,各级政府对他们的生活
非常关心,也特别希望全社会都来帮助他们 ,让他
们生活得更好,更快乐。

5位技能大师
受聘衡阳技师学院
本报5月15日讯 （记者 朱章安 通讯员 成朝阳）5

月15日， 我省5位技能大师接受了衡阳技师学院聘书，
分别被聘为学院焊接、机电、掘进等专业的首席技能指
导专家。

这5位技能大师分别是湖南华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
艾爱国、湖南华菱涟源钢铁有限公司易俊、中国南车长
江车辆有限公司株洲分公司杨卫东、湖南天雁机械有限
责任公司朱茂蒙、湘电集团结构件事业部易国强，他们
都是全省高技能领军人才，享受省高技能人才政府特殊
津贴。他们受聘后，将定期、不定期对衡阳技师学院学生
进行技能指导。当天，5位技能大师来到衡阳技师学院实
训中心，给学生进行了技术指导。

娄底千万尾小鱼入江湖
本报5月15日讯（曾国洪 刘芾 贺威）“哗”，随着一

阵水声，上千万尾小鱼倾泻而下，游向清澈的白马湖。5月
13日，娄底市湘江支流渔业资源人工增殖放流活动在涟
源市白马水库举行，共投放草鱼、鲢鱼、鳙鱼等大规格鱼
种5000公斤，夏花鱼种1300万尾，银鱼受精卵1.1亿粒。

近年来， 娄底市高度重视渔业资源保护和修复工
作，按照国务院和农业部的相关要求，加强渔业资源环
境监测，实施春季禁渔。同时坚持把渔业资源养护作为
改善水域生态环境、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内容。引导渔
民转产转业、建设水产养殖资源保护区。据娄底市畜牧
水产局局长李建设介绍，为保护和恢复湘江支流水域渔
业资源，增加水生生物资源的多样性、改善渔业水域生
态环境，娄底市已连续10年在湘江水系、资江水系组织
开展了11次人工放流等活动，累计放流各种经济鱼类大
规格鱼种32000公斤。

株洲推出
“网上车管所”

本报5月15日讯（记者 周怀立）株洲市的士车
司机黄师傅的行驶证丢失后， 他于5月14日早上7
时向“网上车管所”申请补办行驶证。上午10时，有
关工作人员与他联系，在其载客途中完成了资料收
取工作。今天上午，黄师傅收到了补办的行驶证。

今天，株洲市交警支队宣布，从即日起，正式推
出“网上车管所”，全市机动车车主均可上网办理补
领机动车号牌、行驶证、驾驶证及提交身体条件证
明、补领年检合格标志等，其“96588”远程服务中心
将在24小时内主动联系申请人，预约上门收取资料
时间，并通过邮政速递送证上门。

近年来，株洲市机动车和驾驶人保有量以每年
20%的速度持续增长，现机动车保有量已超过62.2
万辆，机动车驾驶人已超过71.8万人，与之相关的
车驾管业务量也逐年攀升， 现在每月达到5万余
笔，“面对面”服务已不能满足需求。为延伸服务链，
上个月，株洲公安交警部门决定借助网络技术，试
办“网上车管所”。

目前，株洲市“网上车管所”还在全省率先设置
了中介代办板块，规范中介代办。代办公司代办车
驾管业务需先注册，所有中介代办业务须先在网上
提出申请，然后再到车管所受理窗口审核资质，以
杜绝非法中介代办业务。

浏阳五个“十项行动”
整治“四风”

本报5月15日讯（记者 王文隆）“发现有公车私用、
违规停放，上班时间出入休闲娱乐场所,行政审批一次
性告知不到位等现象，可拨打电话进行举报。”从今天开
始，浏阳市正式启动整治干部作风“庸懒散”，公款消费
等十项违规行为。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 浏阳市党
员干部作风明显改善， 通过广泛征求意见， 发现“四
风”问题仍有不同程度存在。为做到立行立改，边查边
改，该市全面开展十项“四风”问题整治行动，将十项
群众反映突出的“四风”问题整治任务逐项分解落实到
责任单位，明确整治内容和要求，公布举报电话，随时
接受群众监督，确保取得实效。

据悉，对群众反映集中的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
浏阳市将陆续推出“五个十项行动”工作，即：整治十
项“四风”问题行动、解决十项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突出
问题行动、推行十项“零距离”便民服务行动、深化十
项特色工作行动和倡导十项文明新风行动， 以促进教
育实践活动落到实处，让群众满意。

九家溪里好耕田
———省委党校第46期中青班学员在溆浦体验式培训侧记

5月13日上午，湘潭市社会福利院，板凳妈妈和公益团队给孩子们分发玩具。当日，“心系天下在路上”爱心团队
来到板凳妈妈许月华家里，给她送来5万元的救助金和营养品，并和板凳妈妈一道看望福利院的孤残儿童，给孩子
们送来价值5千元的礼物。 本报记者田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