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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晴 26℃～36℃
湘潭市 晴 26℃～38℃

张家界 阵雨转多云 26℃～37℃
吉首市 多云 25℃～36℃
岳阳市 多云转阵雨 26℃～34℃

常德市 晴转阵雨 26℃～37℃
益阳市 晴转阵雨 26℃～38℃

怀化市 多云 25℃～37℃
娄底市 多云 26℃～37℃

衡阳市 晴转多云 27℃～38℃
郴州市 晴转多云 26℃～36℃

株洲市 晴 27℃～38℃
永州市 晴 26℃～37℃

长沙市
今天，晴天转多云，明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
南风转北风 2～3 级 2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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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30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
讯员 黄振 李多金）总投资10亿元的金
凤凰生态建材和总投资15亿元的绿色
食品产业项目日前正式签约，落户平江
工业园。这是平江园区招商大打“特色
牌”取得的又一新成果。

平江工业园是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
示范基地、“中国最具发展潜力工业园区”
和“中国最佳投资环境工业园区”。他们按
产业和区位特色将工业园扩建为3个工业

区，科学规划功能定位，完善园区基础工
程和配套设施； 在转型升级上下功夫，淘
汰落后产能企业3个，清理闲置土地230多
亩；积极招大引强，形成了以金程齿轮、新
金刚钻具为代表的汽车和工程机械零部
件产业集群，以恒基粉末、宏邦净化为代
表的新材料产业集群，以南岭民爆、南岭
澳瑞凯为代表的民爆器材产业集群，以山
润茶油、旺辉、玉峰为龙头的食品加工等
产业集群。

该县在园区招商引资上实行三个
“两条腿走路”， 广辟渠道引进项目。招
商途径上，既加强项目引进，优化环境，
实现以商招商，又实行乡情招商，今年
上半年通过广东乡友引进4个项目；招
商模式上，采取行业招商，与省国防
科工局、省工信局、机械行业办等单
位进行对接，同时开展基地招商，对
接长株潭， 以长沙经开区等为主阵
地，常驻人员，引进项目；在招商力

量上， 既聘请社会知名的专业人士招
商，又组合园区、招商等部门的优秀干
部外出招商。据悉，平江工业园今年上
半年已引进项目20个，招商引资额超过
30亿元，今年可到位资金15亿元。

本报7月30日讯 （通讯员 李靖波
夏艳辉 吴振华 记者 杨军）近日，湖南
大学、 湖南师大等高校的100多名大学
生，来到益阳市赫山区10所乡村学校少
年宫支教，组织农村留守儿童开展夏令
营等活动。据了解，赫山区依托农村中
小学校现有场地和设施，建设乡村少年
宫。目前，全区12个乡镇都已建成一所
乡村学校少年宫，使用面积共达13万平

方米，惠及农村学生5000余人。
近年来，赫山区把乡村学校少年宫

建设作为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举
措来抓，在中央、省专项彩票公益金支
持下，区里另外安排专项资金300万元，
全面铺开建设。他们通过修缮、改造、置
换、共享等办法，使每所乡村学校少年
宫配备250米环形跑道和篮球场、 羽毛
球场、乒乓球场、排球场等体育活动场

地，以及开展德育、艺术、读书、科技、社
会实践等活动所需的场地、器材和功能
室。区财政每年还拨出专款，用于维护
少年宫基础设施设备和补贴辅导员交
通、生活、培训等费用。同时，建立考核
激励机制，在服务对象、活动内容、运行
效果、 内部管理等方面设置相应指标，
每学期对各乡村学校少年宫进行考核
评估。

赫山区各乡村学校少年宫也都
制订实施了辅导员管理、活动管理等
一系列规章制度，开展丰富多彩的活
动。如龙光桥镇腰铺子学校少年宫开
辟了叶紫故居德育实践基地，八字哨
镇中心学校少年宫建立了金家堤蔬
菜实践基地和金家堤党支部德育实
践基地， 使少年宫成了乡村学生的
“欢乐港湾”。

由身边人说身边事 以身边事教身边人

“身边雷锋”感动雁城
本报7月30日讯 （记者 朱章安 徐德荣 通讯员 蒋素娟）

“给我3年时间，我一定把钱全部还给你们。”弟债兄偿，需要的
不仅仅是良知与勇气，更是一种异于常人的坚强与担当，衡阳
市飞翔水厂厂长曾存粮将弟弟生前12张欠条换成自己的名
字，并庄严许下承诺……7月29日，衡阳市雁峰区政府会议中
心座无虚席，“身边雷锋·衡阳好人” 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先进事迹报告团雁峰专场报告在此举行。曾存粮就是报告团
报告的“衡阳好人”之一。

从6月初开始至今，该报告团已做巡回报告15场，直接听
众上万人次。

报告团精心遴选了4名“身边雷锋”，除曾存粮外，还有不
离不弃守护患病家人的珠晖区茶山坳镇田心村村民刘少珍等。
他们或亲口讲述自己的心路历程， 或由他人讲述其感人故事。
他们身份不同、经历各异，但却以自己的纯朴善良、敬业奉献和
责任孝行，感动着很多人，让爱的正能量在雁峰持续传递。雁南
监狱干警王江宁听了报告后说：“我非常敬佩这些人，他们是普
通人，却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

衡阳市从2010年以来，连续开展道德模范和“身边雷锋·
衡阳好人”评选表彰活动，至今已评选表彰道德模范和“身边雷
锋·衡阳好人”80人。今年6月，衡阳市组织“身边雷锋·衡阳好
人”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先进事迹报告团，到各地各单
位巡回举办报告会，由身边人说身边事，以身边事教身边人，影
响带动广大市民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积极投身“弘
扬核心价值观、共筑幸福衡阳梦”的实践中。巡回报告会将持续
举办至今年9月。

本报记者 尹超
通讯员 易善任 邓道理

7月25日，雨后的武陵源云雾缭绕，
宛若仙境。

清晨，袁谋文第一个来到武陵源景
区游客服务中心，开始她一天的工作。

“从这儿去袁家界，怎么走？”袁谋文
刚坐定， 一位带着行李的客人前来咨询。
袁谋文微笑着给客人让座，随即递上一杯
茶。“您看， 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这儿
……” 袁谋文熟练地摊开景区手绘游览
图，给客人详细介绍，还帮客人联系山顶
的客栈。临走，她担心客人迷路，又给客人
拿了一份景区游览图，并在上面仔细作了
标注。

说起袁谋文，景区的同事们都会竖
起大拇指，称她为“榜样”。袁谋文从酒
店服务员做起，因表现出色被招入武陵

源景区当售票员。10年售票工作， 她共
售出门票400多万张，无一出错，也从未
被游客投诉。

后来，袁谋文被调至为游客“救急
解难” 的咨询服务台。4年前，“五一”黄
金周， 一位山西游客刚到景区大门口，
不小心把一只脚崴了。本打算去医院治
疗， 可她被眼前的美景深深吸引住了，
希望得到景区帮助， 让她能到山里转
转。“我帮您！” 一旁的袁谋文主动揽上
这一难干的活。 袁谋文找来一把轮椅，
推着客人上了景区环保客车，还帮她申
请了“绿色通道”。离开张家界时，这位
客人在游客留言簿上写下了一句发自
肺腑的赞语：“我看到了美景背后一颗
最美的心灵！”

参加工作不久，袁谋文就提出了入
党申请。2000年， 她光荣加入中国共产
党。无论工作还是生活中，她总是以党
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视游客为亲

人，想游客之所想、急游客之所急。凭着
近乎完美的服务，袁谋文赢得众多国内
外客人的赞许，“袁谋文”也成为武陵源
美景里另一道风景。

省第十次党代会前， 袁谋文被张家
界市武陵源区推选为党代表。 区委还发
出向袁谋文学习的号召。 景区咨询服务
台也以她命名，改称“袁谋文党代表工作
室”。今年，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中，武陵源区党员以袁谋文为榜样、为
标准，要求人人做到服务游客“三必须”，
即“有问必答、有难必帮、有诉必果”。

如今，武陵源景区处处闪现着“袁
谋文”的身影。在党员带动下，服务游客
“三必须” 深深植入每位景区工作人员
心中，也给每位来张家界旅游的客人留
下深刻印象。今年来，景区共接待海内
外游客700多万人次， 景区服务满意度
调查结果显示， 服务质量好评率接近
100%。

桂阳“民事快递”
专为百姓跑腿

本报7月30日讯 （记者 李秉钧 白培生 通讯员 胡旋)近
日，桂阳县洋市镇瓦僚村82岁孤寡老人刘忠宝，因新农合证遗
失不能报销住院费用， 村支书史水英第一时间帮他补办好证。
史水英按照县里实施的“民事快递”工程要求，当起村里的“民
事快递员”，今年已先后为村民跑腿办事40多件

为解决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在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中，桂阳实施“民事快递”工程，由县乡村党员干
部担任“民事快递员”，为群众代办计生、低保等各类事务90余
项，服务群众生产生活。同时，建立县乡村三级“民事快递”服务
体系。县政务中心成立“民事快递”服务中心，各乡镇设“民事快
递”服务专区，村（社区）建立“民事快递”代办点，每天安排干部
值班，负责民事代办工作。

为确保“群众呼声”快速送达，高效办结，桂阳县还形成了
“群众说，快递员跑，办事员及时受理”的办事流程，以最快速度
办结群众交办事务。村“民事快递员”接到群众交办事务后，村
代办点能解决的，第一时间解决；不能解决的，上交乡镇服务专
区；需县级部门解决的，再报到县“民事快递”服务中心办理。目
前，乡村两级已接待群众咨询6100余次，办结群众事务1800多
件，落实各类补贴资金3000余万元。

公车岂能私用？
湘潭追责18人
本报7月30日讯 （记者 曹辉 通讯

员 易新姣 文镱静） 近日， 湘潭市作风
办牵头组织2个督查组， 对全市部分单
位公务车集中管理情况开展专项督查，
共查处公车私用6起， 追责18人。

督查发现， 全市大多数单位能够严
格执行规定， 公车实行节假日集中停
放， 公车私用现象明显减少。 但也发现
湘乡市、 韶山市、 市公安局等单位有6
台公车存在公车私用现象 ,各级各部门
对违规使用公车的人员予以立案查处。
市公安局立案1人,湘乡市立案4人， 并
在全市进行通报， 单位主要负责人诫勉
谈话； 韶山市对违规使用公车的临聘司
机予以辞退。 少数单位公务车辆在节假
日未落实集中停放的要求， 雨湖区、 岳
塘区个别单位的车辆在节假日有公务活
动， 也没有及时到相关部门备案。

平江县 园区引资30亿

乡乡有了少年宫

南县美化县城“里子”
计划3年改造200多条小街小巷

本报7月30日讯 （通讯员 熊偲婧 郭娟 记者 郭云飞）南
县县城财政局巷道由于过路车多，路面压得坑坑洼洼，居民出
行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7月底，这条路改造完工，路面硬
化，沿线下水道全部重建，道路两边人行道也进行了整修和铺
贴，还留出了绿化带，架设了路灯，巷子焕然一新。沿线居民
说，政府搞小街小巷提质改造，为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

为了美化城市“里子”，改善人居环境，南县从今年起，计
划3年内投资近3000万元， 对县城200多条小街小巷进行提质
改造。届时，这些街巷“路不平、水不畅、灯不亮”等老大难问题
将得到彻底解决。

目前，南县县城10条改造任务重的街巷已基本完成改造，
近期将有几十条街巷陆续动工改造。

阿里巴巴
赠快艇护豚
本报7月30日讯 （记者 徐亚平 徐

典波） 7月28日， 一艘名为“溯源护豚
号” 的快艇， 驶抵洞庭湖岳阳南岳坡五
码头， 成功入列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

这艘快艇由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
捐赠， 是我省民间环保组织首艘专门
保护江豚的大型巡逻艇。 “溯源护豚
号” 一次可容纳11名志愿者， 速度可
达每小时36公里。 2个月前， 由阿里巴
巴捐赠的8艘冲锋舟也已投入使用。 近
2年来， 阿里巴巴先后6次组织公司志
愿者， 到洞庭湖参与岳阳市江豚保护
协会的志愿行动。

赫山区

从卖票“金手指”，到游客“小棉袄”

武陵源有个她

7月26日，有着“水中
凤凰”美称的国家珍稀鸟
类水雉在湘阴县东湖上
“欢歌”。 据专家观测，入
夏以来，东湖发现成年水
雉100余只， 并已繁育小
水雉30余只。

本报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汪鹏

摄影报道

“凤”舞东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