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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15日讯 （记者 肖建生 通
讯员 黄歆）为促进我省天然气市场的可
持续健康发展，引导居民合理用气、节约
用气，省发改委今天举行《湖南省居民生
活用天然气阶梯价格实施办法》听证会，
广泛听取各界对该办法的意见和建议。

根据《实施办法》，第一档气量定为
年用气量360立方米（即每月每户用气量
为30立方米及以下），第二档气量定为年
用气量360立方米以上至600立方米（即
每月每户用气量为30立方米以上至50立
方米，含50立方米），第三档气量定为年
用气量600立方米以上（即每月每户用气

量为50立方米以上） 。第一档气价，为现
行居民生活用气价格， 如长沙每立方米
为2.45元，第二档气价，为现行居民生活
用气价格1.2倍， 如长沙每立方米为2.94
元，第三档气价，为现行居民生活用气价
格的1.5倍，如长沙每立方米为3.68元。

《实施办法》充分考虑了低收入家庭
经济承受能力， 规定实行居民生活用气
阶梯价格后， 对民政部门发证的特困户
和低保户， 由地级市城市燃气企业供气
的，对其免收天然气价款的额度，每户每
月不得低于4立方米（长株潭三市已执行
的特困户和低保户每户每月免收6立方

米天然气价款的政策继续执行）； 由县
（市、区）级城市燃气公司供气的，免收天
然气价款额度由市州物价局确定， 但免
收额度在现行标准基础上只能提高，不
得降低， 以确保低收入家庭基本生活不
因阶梯气价而下降。

听证会上，19名听证会参加人均表示
原则同意在全省实行居民生活用天然
气阶梯价格管理， 同时也结合各自调
查了解的情况提出相关意见和建议。
有的希望能将目前方案中确因家庭人
口众多（五口人及以上）基本生活用气
量超过第一档气量的居民用户， 其超

过第一档气量的部分仍执行第一档气价。
有的提出对多人口家庭， 参照上海做法，
准许申请增加适当气量。有的建议在目前
的基础上适当提高低收入家庭免收气量；
阶梯气价的计量应该考虑家庭人口数的
差异，以人均用气量为基数，对家庭人口
的认定， 仅以户口本为依据有所欠缺，暂
居证等有效证件也应作为依据。有的提出
对阶梯气价的管理，可以充分考虑湖南尚
未实行集中供暖的实际， 实行季节性气
价，等等。省发展改革委负责人表示，将按
照国家的有关政策规定，充分考虑听证会
参加人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进一步修改完
善《湖南省居民生活用天然气阶梯价格实
施办法》建议方案，并连同听证会参加人
的意见一同呈报国家发改委和省人民政
府审批。相关意见和建议的采纳情况及理
由，将适时通过省发改委门户网站和价格
在线网予以公布。

会上宣布《湖南省居民生活用天然
气阶梯价格实施办法》 拟于2014年底以
前正式实施。

每吨皮棉补贴2000元
我省棉花生产者将获定额补贴
本报10月15日讯(记者 柳德新 通讯员 唐旭东 袁武华)

今年，国家取消连续3年的棉花临时收储政策，决定放开棉花
市场，新棉价格完全由市场形成。记者今天从中国农业发展
银行湖南省分行(简称“省农发行”)获悉，该行在全省已确认
棉花收购贷款资格企业19家，确保每个棉花主产县都有农发
行信贷资金供应点。

今年中央1号文件要求，“完善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
形成机制。继续坚持市场定价原则，探索推进农产品价格
形成机制与政府补贴脱钩的改革，逐步建立农产品目标价
格制度，在市场价格过高时补贴低收入消费者，在市场价
格低于目标价格时按差价补贴生产者， 切实保证农民收
益。”2014棉花年度，国家取消棉花临时收储政策，并在新
疆开展棉花目标价格改革试点。除新疆试点外，国家今年
还将对湖南等9省棉花生产者给予定额补贴， 补贴标准为
每吨皮棉2000元。

当前， 棉花价格下行并逐步向国际市场价格靠拢。10月
10日，中国棉花价格指数14996元/吨，较9月初下跌1895元/
吨； 新疆地区从新棉上市籽棉收购均价3.3元/斤跌至2.9元/
斤，折皮棉不到13000元/吨，下跌2000元/吨左右。

省农发行表示，支持棉花市场化收购，并控制好贷款配
比风险、市场价格风险和贷款总量风险，既不能在农发行开
户贷款企业中出现“打白条”问题，也不能出现系统性信贷风
险。为保证收购信贷资金及时供应，该行已安排22亿元信贷
资金规模， 至10月14日已为10家企业发放收购铺底资金贷
款1.5亿元，做到“钱等棉”。

5万斤过期肉，吃了咋办
欧阳金雨

10月10日，长沙市工商局对湖南红星冷冻食品
有限公司开展执法检查，现场查获猪肚、凤爪、猪脚
等动物产品共25.3吨。据了解，这批货品大都超过
保质期24个月。货品被工商部门查扣后，因怕承担
责任，暂无商家前来认领。（10月15日湖南在线）

5万斤过期动物产品、且大都过保质期2年……
如此巨额数字，任谁听来都触目惊心。不敢想象，这
样的“黑心食品”一旦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将对人
们的健康带来多大的伤害。

前不久，上海福喜涉嫌用过期原料加工食品的
事件，在全国引起轰动，并推动管理部门开展“过期
原料”专项整治 ，强化日常监管 。可是 ，风头一过 ，
“黑心食品”为何又卷土重来，且有“道高一尺、魔高
一丈”的气焰？而日常监管似乎总被什么力量掣肘，
让监管者对黑心商家“打蛇打不到七寸”。

食品安全大于天。看来，惟有让企业违法行为
暴露一次所付出的成本，抵掉一万次侥幸逃脱所获
得的利润，才能让企业不敢再存侥幸。

这一次，对于某些唯利是图、敢于以身试法的
商家，相关部门不仅要追查到底，更要严惩其背后
的黑心老板、黑心资本。

无水种出水稻
辰溪无水栽培中稻，亩产518公斤

本报10月15日讯（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米承实 肖
从兴 罗教益）10月14日，辰溪县农业局组织专家，对种在潭
湾镇老田村山岗上的1亩无水栽培的中稻进行了测产验收，
亩产达到518公斤，与当地普通中稻产量不相上下。

2013年，辰溪县高级农艺师刘小铁在锦滨乡，用普通杂
交水稻“粤优938”，进行过中稻无水栽培试验，探索水稻“三
超”栽培技术。“三超”即以水稻分蘖理论模型为依据，以单本
超稀植为基础，运用超轻型技术措施，达到超高产目标。去年
试验田地处沅水河谷，水源条件好，虽遇到连续46天没有有
效降雨，仍取得亩产560公斤的好收成。今年，刘小铁将试验
田移到了水源条件差的山岗上。

山岗上稻田里，多名高级农艺师随机统计了20蔸禾苗的
分蘖情况，平均有效稻穗达24.1株，最高的一蔸分蘖42株，最
少的也有20株。 辰溪县农技推广中心主任黄世聪说：“在辰
溪，水田种植水稻每蔸分蘖只有17到18蔸，此法种植分蘖多，
为高产和耐旱打下了基础。”

今年在山岗进行试验的稻田面积为1亩， 所用品种仍为
“粤优938”。刘小铁说，这块试验田已撂荒5年，今年5月初打
了除草剂，施了一次有机复混肥，没有翻耕就盖上塑料薄膜，
然后用锄头栽下禾苗。薄膜起到了保水和防草的作用，田中
杂草大幅减少。

田主欧小松告诉记者，禾苗栽下后，长势良好，期间只在
下雨时追施过一次尿素。黄世聪介绍，水稻无水栽培，就是不
用人工灌水，让禾苗靠雨水满足生长期用水需求。辰溪稻田
多在山岗，此次试验为在水源条件差的山区大面积推广中稻
无水栽培，积累了经验。

三湘快语

本周大部分地区
将中“霾伏”

周末湘中以南地区高温或再次
突破30摄氏度

本报10月15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蒋
丹）阳光很温暖，气温很舒适，然而霾却让人沮丧，
这时候多盼望能下点雨，洗却天空的灰霾。天气预
报说，预计18日雨水在湘西北开始发展，不过，其
他地区本周仍难觅雨水踪影，霾将维持或发展，气
温会继续回升， 周末湘中以南地区高温或再次突
破30摄氏度。

久晴必霾， 已成了秋冬的魔咒。10月以来，湖
南大部地区一直维持连晴天气， 久晴无雨的格局
下，灰霾发展，干燥加重。据省环境监测中心站、省
气象台联合发布的环境空气质量预报， 这几天长
沙、湘潭、益阳、怀化、娄底、邵阳、郴州等地空气均
为轻度污染，首要污染物依旧是PM2.5。对于本周
接下去的空气质量，省气象台认为，灰霾天气可能
还会持续，原因是最近没有强冷空气影响，也没有
明显降水，天气形势稳定，大气扩散条件差。

装载机秀“穿针”绝活
公路养护工同场竞技

本报10月15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谷经华）装载
机技术哪家强？今天，在株洲茶陵举行的全省公路养护技能
大赛现场，来自14个市州的42名公路养护工同场竞技，笨拙
的装载机上演了“穿针引线”的绝活。

记者在比赛现场看到，一台装载机的铲斗上绑有一根
铁丝，其正前方约5米处有一平台，架有5个直径约2厘米的
螺丝帽。参赛选手必须通过驾驶操作装载机，在最快时间
内利用铲斗上的铁丝将螺丝帽穿起。一名来自益阳的参赛
选手以“千斤拨四两”之力，花了不到两分钟就穿起了5个
螺丝帽。

据裁判员介绍，装载机指定操作比赛旨在检验养护工的
精准装载技能。该项比赛第一名被益阳市公路局获得。

今天的大赛还有水泥路面清灌缝、沥青路面坑槽修补两
项，冠军全被株洲市公路局囊获。怀化市公路局、岳阳市公路
局、益阳市公路局同获团体总分一等奖。

《居民生活用天然气阶梯价格
实施办法》年底实施

10月14日，娄底市娄星区万宝镇群益村，道路施工现场发现一座古墓。古墓里面墙体有色彩鲜艳的马车、人物
绘画。墓盖为八卦图，墓头为坐佛头像。墓主后人刘国平介绍，刘氏家族族谱上记载，墓主刘仕逾死于1568年。

郭国权 摄

本报记者 余蓉

周神保今年50岁，是岳阳平江人，在长沙一家废弃钢
材回收厂上班。10月13日下午2时多，他像往常一样，用车
床把回收来的建筑钢材做加工处理。

“哧……”车床发出刺耳的噪音，周神保一丝不苟地把
一根小拇指粗的钢材放进车床。突然，他觉得好像有什么
东西打到了自己的左胸，头部一阵晕眩。

周神保摸了摸左胸，有个伤口，但是没有血。他放下手
里的活，起身去拿红花油，想把伤口搽一搽。

走出十几步路，周神保就感觉到腹部、腰部传来一阵
阵剧痛，他立刻瘫软倒地。工友和老板赶紧围了上来，七手
八脚把他送到了最近的马王堆医院。

急诊科医生一看周神保，觉得情况不妙，立刻安排他
照片子。工友也马上给周神保的儿子周振华打电话。

周振华赶到医院时，正好周神保的片子出来了，显示
有一个异物穿进了周神保的左胸，紧贴着胸腔的主动脉。

医生建议马上转院。周振华看着爸爸已经变得乌紫的
嘴唇，以及有气无力的样子，心中非常慌乱。“我当时很怕
爸爸撑不到转进另一个医院。”

马王堆医院很快联系好了救护车，又立刻安排了一名
医生给周神保做了引流手术，帮助把胸腔里的积血排出一
部分，以减轻对心脏和肺部的压迫。

下午5时左右， 周神保被推上救护车， 送往湘雅二医
院。此时正好是下班高峰时段，路面非常拥堵。周振华心急
如焚，他眼看着爸爸的血从引流管飞快地流出来，“引流瓶
有1400ml，路上血流了有1瓶半！”

半个多小时后， 他们终于到了湘雅二医院急诊科。值
班医生一看病人病情危急， 立刻请胸心外科的医生来会
诊。总住院医师魏世杰接到电话立刻赶过来。

魏世杰一看片子，心里一紧：“不好，如果伤到了主
动脉，那恐怕就回天无力了。”他马上跑回外科楼去安排
紧急手术。

平时一台手术只需两名麻醉师、两名护士。这次，为了
抢时间、抢速度，麻醉室派出了6名麻醉师，护士室派出了8
名护士。

下午6时10分，周神保被推进了手术室。教授宋逢林、
宋同宝主刀，主治医师谭思创、魏世杰担任助手。一打开周
神保的胸腔，就看见一根主动脉旁的一根分支血管在汩汩
地往外喷血。大家松了一口气：“幸好，不是主动脉。”

缝合、包扎。血管干净利落地被补好了。
寻找异物却花费了一些时间，这个异物竟然穿透了胸

壁，钻进了肺里。魏世杰说：“这是一小坨钢，穿进肺里时温
度还非常高，把肺表皮都灼伤了。”

10月15日， 记者在胸心外科的普通病房看见了周神
保，他已经能够坐在椅子上和儿子、儿媳聊天了。

肺里钻进一坨钢

●第一档年用气量为360立方米，长沙市每立方米气价为2.45元
●第二档年用气量为360立方米以上至600立方米，长沙市每立方米气价为2.94元
●第三档年用气量为600立方米以上，长沙市每立方米气价为3.68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