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邵阳、怀化2名干部被立案调查
本报9月29日讯（记者 乔伊蕾）今天，记者从省纪委

获悉，新宁县委常委、统战部长、副县长付畅锐，怀化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总工程师李翠娥因涉嫌严重违纪问
题，分别被邵阳市纪委、怀化市监察局立案调查。

付畅锐，男，1963年7月出生，汉族，大学文化，新宁
县人，1983年8月参加工作，1987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历任新宁县农业局干部，共青团新宁县委办主任，共
青团新宁县委副书记、书记，一渡水镇党委书记，县委办
副主任，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直属机关党委书记等职务，
2005年11月任新宁县委常委、统战部长， 2006年8月任
新宁县委常委（主管工业园区），2007年9月任新宁县委
常委、县委办主任，2010年3月任新宁县委常委、宣传部
长，2011年7月至今任新宁县委常委、统战部长、副县长。

李翠娥，女，汉族，邵东县人，1967年7月出生，大专
文化。1989年8月参加工作，2003年4月至2006年2月任
怀化市规划局副科级干部，2006年2月至2009年3月任
怀化市规划局正科级干部，2009年3月起任怀化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总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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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29日讯（记者 张斌 冒蕞）
今天下午召开的十一届省政协第26次
主席会议透露，为进一步提高人民政协
协商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
平，有效推进我省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
度化发展，省政协将于明年建立双周协
商座谈会制度，开展双周协商。

坚持博采众谋、求同存异
根据省政协主席会议原则通过的

《政协湖南省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
作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双周
协商座谈会是省政协定期邀请省委、省
政府领导及有关部门负责人，与省政协
委员、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等不同方面人
员座谈交流、听取意见和建议的会议形
式，是统一思想、增进共识、协调关系、
汇聚力量的协商平台。

办法规定， 双周协商座谈会由省政
协主席或受主席委托的省政协副主席、秘
书长主持，突出问题导向，坚持广开言路、
博采众谋、求同存异、体谅包容，进行民主
协商、平等议事，鼓励各界委员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营造既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又
理性有度、合法依章的良好协商氛围。

据了解，双周协商座谈会计划每两
个星期举行一次， 每年举行20次左右。
办法规定，每次座谈会将邀请15位左右
相关领域和行业代表性的委员参加，对
于提出的重要意见和建议，将通过会议
纪要、提案、建议案等方式转为协商成
果，提供给有关领导和部门参考。

议题个个有热度
办法透露，双周协商议题将紧紧围

绕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聚焦推动科

学发展、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重大问题和
群众最为关切的问题。

据悉，明年的双周协商议题个个涉
及社会热点，既包括充分发挥民主党派
民主监督作用、加强对政协委员的服务
和管理的建议等政治类议题，也包括促
进制造业与物流业联动发展、积极稳妥
推进我省国企改革、规范和构建我省多
层次民间金融资本市场、培育新的经济
增长点等经济类议题，还包括加强我省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推进我省少数
民族地区教育和就业工作中存在的问
题及对策建议、城镇化进程中农民进城
成本分摊的对策建议、建立健全无主病
人救助机制等社会民生类议题。

让老百姓从中得到实惠
开展双周协商，要坚持团结和民主

两大主题，支持各种意见的交锋、交流、
交融，并提高协商民主的有效性、实效
性，做到“有真见解、采纳要真，效果要
真”，让老百姓从中得到实惠，给社会带
来好处。

省政协主席陈求发指出， 面对新
形势新要求， 政协怎样去提高履职能
力，方向、目标应该要更加明确。要进
一步做好双周协商座谈会各项准备工
作，科学合理确定议题，精心组织协商
活动，工作要到位、做细、做实，真正提
出真知灼见， 在政策的把握上和措施
的针对性上下功夫， 确保双周协商取
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使双周协商座谈
会真正成为各界协商议政的好平台，
成为省委、 省政府了解各方情况和诉
求， 推进科学决策、 民主决策的好载
体。

月桂聊天

清新凉爽，等在长假里
国庆期间，省内天气宜于户外活动，

全国大部天气适宜出游，气温接近常年
本报9月29日讯（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张倩）在冷空气带

来的降温里迎来国庆长假。根据天气预报，这个长假天气，虽然
算不上阳光灿烂，却非常宜人。省气象台预计，“十一”假日期
间，省内大部分时段天气较好，4日有一次降温降雨天气过程。

具体的长假天气预报为：
10月1日全省阴天间多云，其中湘西、湘南局部有阵雨。
2日至3日，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湘北局部早晨有雾。
4日全省有一次降温、降雨天气过程，其中湘西局部中到大

雨，降温幅度为3至5摄氏度。
5日至7日，全省以连晴天气为主。
此外， 国庆期间， 省内大部分时段天气状况和空气质量良

好。这么说来，这个国庆假期省内天气还是蛮舒服的，空气清新，
气温适宜，宜于出行和户外活动。不过，早晚温差较大，需适时增
减衣物， 同时要加强防范森林和城市火灾的发生及大雾对交通
的不利影响。

想出省游的朋友，则需要另外参考目的地天气情况。根据中国
气象局发布的国庆黄金周天气趋势，总体来说，黄金周期间全国气
象条件适宜外出活动。 预计10月1日至7日， 影响我国的冷空气较
弱，大部分地区气温接近常年；全国大部空气质量较好，但华北中
南部、黄淮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出现间歇性轻到中度霾或雾；国庆期
间无台风登陆我国，东部和南部海域将出现7-9级大风。

需要提醒注意的是，1日前后和3日至5日，东北华北有过程
性降雨；3日至4日，西南华南局部有中到大雨；而整个长假，江淮
江南等地天气晴好，有利出行。

本报9月29日讯（记者 张尚武
王晗） 记者今天从2014中国中部
(湖南)�国际农博会新闻发布会获
悉，本届农博会将于11月17日至24
日在长沙红星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目前展会筹备工作进展顺利。

省农委主任刘宗林在会上介
绍，本届农博会以“绿色与品牌、
交流与合作”为主题，以“掘金新
农业”作为贯穿农博会的主线，展
销无公害、绿色、有机农产品，推
广农业新技术、新品种、新设备，

展示现代农业的新内容、新元素、
新成果。

与往届不同， 本届农博会将
全面“触网”，以各种新媒介技术
打造“智慧农博”。 推出专门的
APP应用《小辣椒》，市民用手机
扫描农博会二维码即可成为APP
用户，参加抢红包、抽奖、有奖观
展等农博会线上活动；“网上农博
会” 电子商务平台将开辟直播专
场，为所有参展商开通免费网店，
并为所有参展农产品提供“真源

码”防伪溯源服务；社区生活平台
“店家亲”上也将专门开辟“农博
汇” 平台， 方便消费者手机逛农
博，远程订购或现场扫码下单。

据介绍， 本届农博会总展览
面积为3万平方米，馆内共设展位
1500个，布置了国际展区、休闲
农业展示区、“百企”“千园” 展示
区等11个展区。 除吸引中部各省
农业龙头企业参展外， 还将邀请
黑龙江、新疆、大连等省区市组团
参展。

9月29日上午，洪江市黔城佳惠超市，执法人员在检查食品安全。国庆将至，该市组织工商、农业、畜牧水
产、卫生监督和质量技术监督等职能部门分别对超市和农贸市场进行抽样检查，确保食品卫生安全。

杨锡建 李朝纯 摄影报道

中国大学生物联网创新创业大赛

国防科大连续3年问鼎特等奖
本报9月29日讯（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黄伟）记者今天从

国防科技大学获悉， 在日前举行的中国大学生物联网创新创业
大赛上，由该校派出的参赛队一举夺得1个特等奖，3个一等奖，
高居参赛院校榜首。 这是国防科大连续三年问鼎该项赛事特等
奖。

中国大学生物联网创新创业大赛是教育部质量工程支持项
目，是面向大学生创新的年度科技竞赛，迄今已成功举办八届，
内容涉及军事安全、环境、智能交通、健康监测、新概念家居等多
个领域。

此次比赛共吸引来自国防科大、北京科技大学、西北工业大
学等96所高校的400多支代表队参加。 国防科大指挥军官基础
教育学院学员李一帆、史炜、孙茂康的参赛作品“基于光纤微震
动传感器的脉象分析诊疗系统”，可通过光纤传感技术，精确采
集人体脉象信号，与中医脉诊进行物理比对，全面掌握人体的健
康状况，达到“悬丝诊脉”效果，因思路创新、直观精确、前景广阔
获特等奖。 该参赛队明年将代表中国赛区赴美国阿拉斯加州参
加2015年国际物联网比赛。

省政协明年将开展双周协商
协商议题个个有热度

农博会，11月17日开幕

每天3000名警力在岗
长沙警方力保国庆假期平安

本报9月29日讯 （记者 王曦 通讯员 魏文超 ）
记者今天从长沙市公安局获悉， 长沙警方将在国庆长
假期间每天安排3000名警力在岗在位， 切实做好安保
工作。

长沙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国庆期间， 长沙城
区将留足600名机动待命警力做好应急处置准备， 县市
公安部门根据需要安排机动待命警力， 确保一旦发生重
大突发事件， 能快速集结， 高效处置。 同时， 警方还将
深入开展危爆物品安全大检查大整治， 加强对酒吧、
KTV等公共娱乐场所的安全检查和水、 电、 油、 气等要
害部位的安全检查， 并认真排查整改各类消防安全隐
患， 确保不发生重特大火灾事故。 此外， 针对辖区景点
节日游人增多的情况， 警方将科学安排警力加强管控，
确保不因拥挤、 踩踏造成重大安全事故。

责任编辑 李军 版式编辑 杨滨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