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杨万里 唐青雕

永州市零陵区文物考古人员近日发
现一座古石桥，历经310多年风雨，依然
坚挺如初。9月29日，记者随该区文物专
家一起，目睹了这座古石桥的风采。

古石桥地处零陵区石岩头镇石岩头
村，横跨石期河。石桥长40米，宽5米，由

“福、禄、寿”3拱组成，每拱的跨度都为
12米，拱高8米。建筑所用石头均为四方
形条石，最大者重量达2吨以上。桥面由
青石板铺盖，桥栏由长形条石护砌。桥的
两端各设13级台阶上桥。整座石桥全部
由青石干砌而成， 建筑时没有使用任何
黏合剂。文物专家说，如此长度、如此大
跨度的石桥，全部使用“干砌”法，在省内
现存的石桥中亦属罕见。

据对村史有研究的唐俊杰老人介
绍， 石岩头村地处湖南通往广西的官道
上，每天往来人员多。为解决过河难，村
民自发修建石桥。据唐氏族谱记载，为建
此桥，先后有上百族人踊跃捐款。村里精
壮劳力义务投工， 从河上游3公里取石，
将石头系在木头上沿河而下运来，历时3
年建成。至目前，石桥已经安全通行310
多年。

村民告诉记者， 石桥自投入使用以
来，经受了上百次洪水冲击，但每次洪峰
过后，石桥依然坚挺。今年5月，石期河出
现了特大洪峰， 石桥差一点被洪峰全部
淹没，洪水退后，石桥仍然完好如初。

同行的文物专家分析说， 石桥如此
坚固耐用，一是用材好，所用每块石头都
很讲究，没有“偷工减料”，质量要求高；
二是建筑技术、建筑水平高。石桥选址讲
究， 四个桥墩都坐落在河床的天然石头
上，基础十分牢靠；建筑时采用的是当时
最先进的干砌技术，结构非常坚固。

桥下河水清清，桥上青藤缠绕，河边
古木苍翠，石拱倒影水中，令人流连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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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余蓉 通讯员 唐玉萍

9月29日， 记者从省卫生计生委召开
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我省城镇独生子
女父母奖励新制度实施顺利， 直接受益
人群约为189万人， 奖励标准为每人每月
80元， 实现了城镇居民的全覆盖。 到目
前为止， 全省已有70%的奖励对象进入
申请和发放程序。 符合条件的城镇独生
子女父母， 可向当地人口计生部门了解
具体程序。

两种选择
据省卫生计生委党组书记詹鸣介绍，

新奖励标准为每人每月80元， 从2014年
1月1日起开始发放， 直至亡故。 受益人
群也可以选择原有的每人一次性5000元
的奖励金发放， 但选择后不得更改。

受益人群若是选择了第一种奖励金
发放， 但是之前已经享受了奖励金发放
的， 则需从2014年1月1日起抵扣完原领

奖励金后， 再按每月80元的标准领取奖
励金。 选择一次性5000元奖励的， 原兑
现不足5000元的， 补足至5000元。

自国家实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制度改革以来， 应享受而未享受或
未完全享受增发本人基本工资5%退休金
或一次性奖励5000元的企业职工， 以及
2009年10月22日以后符合奖励条件的城
镇独生子女父母， 在 《若干规定》 实施
时已经死亡， 未领取或领取奖励金不足
5000元的， 一次性补足至5000元。

3个渠道
在新闻发布会上， 詹鸣介绍， 省财

政厅已于9月19日按照50%总资金需求计
划， 向各市州、 各县市区提前预拨资金
3.3亿元， 同时基层配套资金3.3亿元； 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实现了数据对接，
通过退休费和社保金发放渠道的奖励金
开始发放。 预计10月份我省将完成绝大
多数受益人群的奖励发放。

据介绍， 奖励金发放有3个渠道。 国
家机关、 事业单位的独生子女父母奖励
金， 由所在单位随退休费发放。 参加企
业职工或城镇居民养老保险的， 其奖励
金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等社保机构
随养老金按月代发。 其他奖励对象的奖
励金由当地人口计生部门为发放对象开
设个人储蓄账户， 在每年第四季度打卡
发放， 确保专款专用。

该奖励实施时间为2014年1月1日，
符合条件的城镇独生子女父母， 若因为
特殊原因不能立刻回到户籍所在地办理
申请， 也不必着急， 无论何时办理， 奖
励金均从2014年1月1日起计算。

实行年审
由计生主管部门确认的奖励对象，

于每年的5月份到居委会进行年审， 街道
组织人员入户核实情况， 填写 《湖南省
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对象年审表》。 对
因死亡或其他原因不符合奖励条件的对

象， 填写 《湖南省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
励对象退出名册》。

国有单位确认的奖励对象， 由单位
负责年审， 于每年的5月31日前将情况报
县级计生主管部门。

享受奖励待遇后因合法生育或收养
子女而不符合奖励条件的， 停发奖励金；
违法生育和违法收养子女的， 停发奖励
金并由对象确认单位追回已发奖励金。

小心，这些路段交通事故多
省公安厅交管局发布出行指南
本报9月29日讯 （记者 王曦） 今天， 省公安厅交管

局发布了全省交通事故多发点， 其中长沙市天心区湘江路
猴子石南段近年已发生4起车辆冲入湘江事故。 交警部门
提醒驾驶员， 国庆注意安全出行。

据了解， 长株潭方面， 长沙市的芙蓉区远大路汽车东
站至长沙县分界路段 （全长15公里） 交通标线模糊不清，
部分路段未设立中心护栏， 行车道中有电杆等障碍物。 仅
2013年6月1日至2014年5月31日， 死亡事故即发生6起，
死亡6人。 天心区湘江路猴子石南路段西侧临水 （湘江），
路面与人行横道间仅有15厘米的高度， 存在安全防护高度
和强度不足的问题。 同时， 株洲市的天元区省道S313线
航电枢纽路口和省道S313线泉丰村路口、 观音岩路口，
湘潭县的107国道谭家山长岭铺村新街口十字路口， 都属
于事故多发路段。

湘西地区， 怀化市辰溪县小龙门乡中伙铺村 （S223
线62公里路段）， 自2010年以来发生多起较大交通事故，
造成12人死亡。 自治州花垣县国道G319线1707公里+300
米， 张家界慈利县省道S305线49公里至57公里， 永州市
国道G322线128公里+300米路段和省道S216线宁远县冷
水镇金三角路段， 近年来也事故多发。

其他地区的事故多发点有： 衡阳市的蒸湘区衡州大道
雨母山路口， 国道107线耒阳市花石路交叉路口； 岳阳市
的107国道临湘市K1443公里+600米， 省道203线华容县9
公里+300米； 郴州市北湖区107绕城线夏蓉高速郴州西出
口路段、 1954公里+200米路段， 宜章县省道S207线272
公里至274公里路段； 益阳市赫山区国道319线1220公里
及安化县S308线342公里+900米 （江南亭子河路段）； 常
德市临澧县S304线13公里+400米和津市市省道306线247
公里至248公里路段。

湖南巴士公司向长沙“公交人”发出倡议

老人赶车，等一下
老人坐车，莫急刹

本报9月29日讯 （记者 陈勇） “‘公交人’ 更要承担
起尊老、 敬老、 爱老、 助老的社会责任！” 今天， 湖南巴
士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姚宾西， 代表该公司3700
多名员工， 在湖南省第五届“敬老月”、 第二届“敬老文
明号” 创建活动启动仪式上， 向全市8900多名一线公交
从业人员和全体市民发出倡议： 像对待家人那样去尊敬爱
护全社会的老人。

湖南巴士公司长期坚持文明服务理念， 对每一名驾驶
员进行文明用语提醒培训， 将160线开辟成“敬老号” 专
线， 在公交服务中擦亮品牌。《倡议书》说， 敬老绝不是重
阳节一天的事， 而应贯穿工作生活的每一天。 从我做起，
从现在做起， 从小事做起， 做到对待老年乘客热心， 帮助
老年乘客诚心， 照顾老年乘客细心； 遵守交通法规， 营运
时不超速、 不抢道、 不闯红灯。 老人赶车等一下， 老人坐
车不急刹， 主动请乘客为老人让座； 想老年乘客所想， 急
老年乘客所急， 帮老年乘客所难， 确保车内各项设施完
好， 车辆状况良好， 为广大乘客尤其是老年乘客开辟出行

“绿色通道”。

一处失信
处处受限

《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
10月1日起正式实施

本报9月29日讯 (记者 奉永成
通讯员 许英 )今天上午 ,记者从省
工商局召开的新闻通报会上获悉 ,
《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 (以下简
称〈条例〉)将于10月1日起正式施
行。 这部由国务院出台的条例构建
了以信息公示为核心的新型监管制
度， 最鲜明的特点是强化信用约
束 ,让不守信用的企业一处违法便
处处受限。

“《条例》围绕企业信息公示进
行制度设计， 是工商登记制度改革
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制度， 其核心思
想是突出‘信用’ 在市场监管中的
基础性作用， 从而建立企业信息公
示制度。” 省工商局副局长李沐告
诉记者, 《条例》 不再单纯依靠传
统的行政处罚手段， 而是更加注重
运用信息公示、 社会监督等手段强
化对企业的信用约束。

《条例》 规定， 企业应当于每
年1月1日至6月30日， 通过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报送上一年年度报告， 并向社会
公示。 不履行信息公示义务的企业
由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列入
经营异常名录。

“各部门实现企业信息的互联
共享 ,并建立联动响应机制， 让不
守信用的企业， 一处违法便处处受
限。” 李沐说,比如在政府采购、 工
程招投标、 国有土地出让、 颁发荣
誉等工作中， 将企业信息作为重要
考量因素， 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
者严重违法企业名单的依法予以限
制或者禁入， 被列入严重违法企业
名单的企业法定代表人、负责人，3
年内不得担任其他企业的法定代表
人、负责人。

在强化信用约束， 加强市场
监管方面， 我省早已开始探索。
李沐透露， 从2013年4月到2014年
8月， 全省工商系统通过湖南信用
网和湖南工商红盾信息网向社会
共公开14期总计37562条市场主体
违法行为。

各地重点高校通过扩大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 实施农村学生专项自主招生
等政策向“寒门学子”倾斜。但一些地方出现政策执行“走样”。不少重点高校的贫困专项和定
向招生中，并未限定农村户籍要求，导致某些县的领导干部不再送子女到省城读书，而是“鸦
占雀巢”，把孩子送往贫困县高中就读，与农村孩子争夺政策照顾机会。 漫画/傅汝萍

赶紧，长沙火车站请您取票
逾8万张10月1日当天预定车票无人取

本报9月29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李镁铭 龚晟）
10月1日将迎来国庆铁路出行高峰，可还有逾8万张预定车
票没有取，这可急坏了长沙火车站。铁路部门建议旅客提前
取票，以免因临时排队取票时间过长而耽误行程。

今天下午， 长沙火车站发布数据， 截至9月29日16时，
普铁长沙站和高铁长沙南站10月1日当天的预售票及互联
网订票共有82931张没有取。 其中， 普铁预售票75662张，
互联网订票69799张， 未取41472张； 高铁预售票46762
张， 互联网订票69479张， 未取41441张。

铁路部门提醒， 预计10月1日当天客流是平时的3倍，
如果提前订票的旅客临到列车开行前才赶往车站取票， 很
可能因排队太久而耽误行程。 因此， 建议尚未取票的旅客
赶紧去就近的火车票代售点取票， 或者提前两小时来站取
票候车。

据长沙火车站统计， 9月30日、 10月1日、 10月6日、
10月7日， 从长沙去往北京、 上海、 南京、 长春、 哈尔滨、
沈阳、 昆明、 南宁方向的普铁车票已全部售完； 从长沙去
往北京、 济南、 厦门、 福州、 南京、 桂林方向的高铁车票
已全部售完。 请未买到票的旅客调整出行时间或选择其他
交通出行方式。

另眼内参 酒鬼内参酒联合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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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万里摄

人月享80元计生奖
全省70%的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对象进入申请和发放程序

111888999万万万

333000000风雨 年，石桥依旧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