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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5日讯（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杨捷灵）漫步葡萄长廊，垂钓
蒲海翠湖，探险葡萄丛林，品味“野
红”美酒，尝尽葡萄美食……9月5日，
贵州铜仁自驾游客李先胜带着家人
来到中方县桐木镇， 陶醉于美酒、美
景、美食之中，他开心地说：“中国南
方葡萄沟名不虚传。”

中方县拥有400多年的刺葡萄
种植历史， 全县种植面积达4.15万
亩，占中国南方的三分之一，产值近
10亿元，仅桐木镇就有2万多亩，被袁

隆平院士誉为“中国南方葡萄沟”，被
中国农学会葡萄分会授予“中国刺葡
萄之乡”美誉，中方葡萄成为国家地
理标志保护产品。

为延伸刺葡萄产业链条， 推进
葡萄产业与文化旅游的深度融合，
近年来，中方县启动了“中国南方葡
萄沟”3A旅游景区创建工作。 开辟
了垂钓平台、骑行绿道、露营营地、
蒲海采摘、长廊探幽、百年老藤、登
山游道、农家乐游、品味野红等20余
个旅游项目及景点， 全力打造武陵

山片区农业观光、旅游度假、养生旅
居的旅游目的地。梁厚斌是桐木“百
年老藤”农家乐的老板 ,他家院落中
有120年树龄并获得上海大世界基
尼斯认证的“中国最大刺葡萄藤”，
如今成为了热门景点。进入秋季以
来， 平均每天都有上百游客光顾。
他喜滋滋地告诉记者：“去年，自家
的8亩葡萄销量达到2万多公斤，加
上农家乐餐饮收入，总收入超过了
30万元。”

该县研发了独具特色的“野红”

葡萄酒，以葡萄酒庄园为依托，面向
高端游客，探索开发“葡萄酒庄园养
生游”。同时，该县成立了刺葡萄红酒
宴菜式研发小组， 开发出以葡萄叶、
鲜葡萄、葡萄酒为主食的刺葡萄红酒
宴，已经研制凉菜、热菜、汤菜以及点
心等20余道特色菜肴。

随着文化品位的提升，“中国南
方葡萄沟”的品牌开始打响。今年1至
8月， 前来该县旅游的人数达15万人
次，比去年同期增长1倍多。

本报记者 朱章安 徐德荣
通讯员 文丽贵 雷芙蓉

“到南岳旅游很安全”、“生活在
南岳很幸福”， 这是游客和南岳居民
的切身感受。

百姓安居乐业、 游客满意而归，
这里面凝结着衡阳市公安局南岳区
分局全体民警的辛勤汗水。

近年来，南岳区公安分局干警以
敢为人先的魄力、 心系百姓的深情，

扎实开展“打击整治质量年”、“规范
执法攻坚年”、“基层基础建设年”、
“队伍素质提升年”等活动，打造群
众满意警务。去年，在全省有关民调
中，其公安民警队伍形象、社会治安
状况、 公众安全感三项指标排名居
全省第一， 综治民调排名居全省第
二。 还先后被评为全国公安机关爱
民实践模范集体、 全国公安机关执
法规范化建设示范单位、 全省优秀
公安局等。

游客平安是最大心愿

8月25日，农历八月初一，11万余
名游客涌入南岳祈福。南岳区公安分
局140名干警24小时执勤，保障景区
秩序井然，没有发生一起安全事故和
游客投诉事件。

“执行这样的重大活动保安任
务， 我们已习以为常。” 南岳区副区
长、公安分局局长肖文斌说。

作为国家5A级风景名胜区，南
岳年接待游客700多万人次， 流动
人口是常住人口的110余倍， 社会
治安情况复杂。 每逢“五一”、“十
一”、春节等节假日，安保任务异常
繁重。

“游客平安是我们的最大心愿。”
南岳公安分局始终把游客安全置于
首要地位，尽职尽责，成为南岳这座
名山的“保护神”。

（下转5版①）

本报9月5日讯 （记者 田甜 ）
今天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徐守盛在长沙会见了香港岛各
界联合会“港湘携手行 共圆中国
梦”湖南专列参访团一行。

徐守盛说，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6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 参访团
一行来湘考察访问意义重大。 近年
来， 湖南经济社会保持又好又快发
展， 湖南与香港经贸合作日益密切，
人员往来更加频繁，两地合作基础和
前景良好。希望以此次参访团来湘访
问为契机，加强两地产业企业、文化
旅游、民间组织的交往合作。同时，湖
南希望借助香港的国际化平台，加快
引进国际先进技术、 人才和管理经
验，更好地推动外向型经济发展。

“同是一家人，共圆一个梦。祝
愿香港的明天更好！” 徐守盛表示，

湖南坚决拥护中央关于“一国两
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坚
决支持香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
的指引下，在爱国爱港的旗帜下，走
好政制发展的关键一步， 坚定支持
特别行政区长官和政府依法施政，
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香港岛各界联合会“港湘携手
行 共圆中国梦”湖南专列参访团荣
誉顾问、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联络
办公室副主任林武说，近年来，随着
高铁等交通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
港湘两地的距离拉近了， 人民的心
也更贴近了。 湖南是新中国缔造者
毛泽东主席的家乡， 参访团希望沿
着伟人的足迹， 共同推动港湘两地
繁荣发展，共圆中国梦。

省领导李微微、韩永文、李友志
参加会见。

本报9月5日讯 （记者 杨柳青）
今天上午， 纪念省计生协会成立
30周年座谈会暨七届四次理事会议
在长沙召开。 省委副书记孙金龙强
调，各级计生协会作为党委、政府开
展计生工作的重要力量和主要助
手，要切实按照中央和省委关于人
口计生工作的决策部署，在改革创
新中不断拓展服务领域、提高服务
水平，努力开创我省计生协会事业
科学发展新局面。 老同志董志文、
石玉珍出席。

省计生协会自1984年9月8日成
立以来，始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大力宣传计划生育政策法规， 深入
开展生育关怀、流动人口服务、幸福
工程项目等系列活动， 为稳定全省
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推
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作出了积
极贡献。

孙金龙肯定了省计生协会30年
来的工作。他强调，当前，我省正处
于全面深化改革和加快建成全面小

康社会的关键时期， 计划生育工作
也面临着新形势新任务。 各级计生
协会一定要充分发挥自身独特优
势，大力加强组织建设，在推进计划
生育转型发展过程中更好地发挥计
生协会组织的作用， 在政府职能转
变过程中主动承接公共服务职能的
转移， 在创新社会治理过程中提高
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服务群众的能
力。要突出抓好重点难点工作，针对
群众生育观念转变难、 流动人口计
生管理难、 避孕节育措施落实难等
问题， 改进工作方式， 加大工作力
度， 不断提高计划生育优质服务水
平。 要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为契机， 在多办好事实事中
着力改善民生， 努力帮助和关爱计
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和留守老人、
妇女、儿童等群体，持续深入地开展
生育关怀行动， 让群众切实感受到
党和政府的温暖。

会上，桃江县、郴州市苏仙区、
常宁市代表先后发言。

本报9月5日讯(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秦远鹏 毛主亮 )“能成为
一名军人，感到无比光荣和自豪，
我将严格履行军人的神圣职责，
为保家卫国贡献一份力量。”今
天，在我省新兵起运仪式上，湖南
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新入伍的大学
生新兵黎剑锋激动地告诉记者。

上午10时， 在长沙警备区举
行的欢送仪式上， 新兵们精神抖
擞，一身戎装，胸戴红花，整齐列
队，整装待发。今天是我省今年夏
秋季征兵新兵起运的第一天，全
省14个市州同步启动，首批5560
多名新兵将通过铁路、公路、水陆
联运、 自行报到等方式， 奔赴四
川、青海、甘肃、广东、新疆等全国
各地，开始自己的军旅生涯。

为扎实做好新兵运输工作，
各新兵运输点分别开辟新兵进站
专用通道、专用候车室，张贴醒目
的引导标牌、标志；各火车站专门
开设售票专窗、专用候车室(区)，
为新兵运输提供优先购票、 优先
托运、优先上车、优先中转服务。

据省征兵办负责人介绍，今
年是实行夏秋季征兵的第二年，
我省在征集方式、 范围等方面进
行了深化改革。 首先是全面实行
网上征兵， 实现从报名到定兵的
全流程网上管理。

（下转5版②）

本报记者 白培生 李秉钧
通讯员 谭晓智 段晓斌

秋季开学，被清华大学录取的安
仁三中毕业生阳文收到20万元奖学
金， 这是安仁籍成功人士响应县委、
县政府助学号召，兑现“奖优扶贫”的
又一生动事例。

安仁县委书记谢春自豪地说：
“安仁不仅党委、政府重视教育，社会
各界也极为关注教育，仅每年在外的

安仁籍成功人士以各种形式捐赠的
助学金就过百万元，为当地培养了一
大批人才。”

据了解，今年该县高考参考人数
1588人，二本以上上线率为33.89%。
其中，县一中创新班37名学生全部考
上一本，上演“一班全一本”佳话。

农村教育“补短板”

神农故里安仁虽是国扶县，但近
年来，县委、县政府提出“发展先发展
教育、建设先建设学校”，倾全县之力
办教育。

“县里着眼教育均衡发展，去
年加大投入，重点完善农村办学基
础。” 县教育局局长李维忠说，该
县投入721.5万元， 先后启动22所
村级合格学校创建，现已全部验收
合格。

（下转5版③）

本报9月5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彭贵阳）16日起， 长沙至南
昌可坐高铁出行了。 记者今日从广
铁集团获悉， 沪昆高铁南昌至长沙
段将于16日开通运营，届时，南昌至
长沙的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最快
的3个半小时缩至90分钟。

目前， 长沙至南昌最快车程是
“D”字头动车车次，需3个半小时。长
沙至南昌高铁开通初期， 除了将继
续开行两对“D”字头动车外，还将开
行11对“G”字头高铁动车。

记者了解到， 具体列车运行时
刻表及票价尚未确定， 旅客现在还
不能购买开通当天高铁票。

沪昆高铁南昌至长沙段于2010
年7月开工建设，2014年7月试运行。
全长342公里，设南昌西、高安、新余
北、宜春、萍乡北、醴陵东、长沙南7个
车站，设计最高运营时速350公里。

沪昆高铁南昌至长沙段建成开
通后， 将成为华中地区通达长三角
地区及长株潭城市群间的便捷通
道，对促进赣、湘、黔、滇等省区的人
员、物资、信息、资金交流，推动沿线
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届时，京广、沪昆这两条中国南
北向和东西向最长高铁线路将在长
沙交接。长沙也将成为贯通长三角与
珠三角地区的中部高铁枢纽城市。

本报9月5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孙姣） 中秋假期正式开场。
这个中秋节，我们能不能赏月呢？省
气象台说， 中秋假日期间全省都将
是晴空朗朗，大家想出游或者赏月，
都是可以的。

这几天，雨水现身三湘大地，湖
南天气凉爽舒适。不过，随着6日中
秋假期开始，雨水止步，气温反弹。
省气象台预计，6日最高气温回升
到30至34摄氏度，除湘西北有阵雨
外，其他大部分地区以多云为主；7
日和8日，湖南都将是朗朗晴空，白

天天气晴热，夜晚云淡雾稀，利于
赏月。 气温方面，7日至9日省内大
部地区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
湘中及以南最高气温可达36至37
摄氏度。

提醒大家， 小长假天气利于中
秋赏月和出行，不过，早晚气温温差
较大，夜间出游或赏月时，需注意添
加衣物，以防受凉感冒。另外，晴朗
天气容易引发火灾， 外出旅游时不
要在野外用火和随地扔烟头， 以防
引发火灾。在这里，也祝大家中秋快
乐、花好月圆。

观美景 品美酒 享美食

中方打造“中国南方葡萄沟”

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详见8版

名山“守护神”
———南岳区公安分局打造群众满意警务纪实

今年新兵全面起运
新兵中大学生约占1/4�

9月5日，一位新兵在战友帮助下整理胸前大红花。当天，我省14个市州同步启动新兵起运，长沙市欢送新兵入伍
仪式在长沙警备区办公楼前坪举行，465名湖湘青年启程奔赴军营。 本报记者 徐行 周小雷 摄影报道

徐守盛会见
香港岛各界联合会参访团

孙金龙在纪念省计生协会成立30周年
座谈会上强调

在改革创新中
提高服务水平

长沙至南昌16日开通高铁
将开行11对高铁动车，车程缩至90分钟

神农故里多英才 ———安仁县
教育工作掠影

花好月圆中秋节
晴热天气唱主角

企业工伤人员伤残津贴调整 2版

7名教师获“特教园丁奖” 4版

增加排污成本 倒逼企业减排
———聚焦排污费翻番 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