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0月24日讯（通讯员 李支国 记者 周怀立）10月
24日，第十二届全国民间读书年会在株洲举行，来自全国
各地100余位专家、学者及民间刊物编创人员聚集一堂，交
流探讨民间读书刊物生存发展等问题。 这是年会首次在湖
南举行，将正在举办的第八届株洲市读书月活动推向高潮。

全国民间读书年会前身是“自办读书报刊讨论会”，由
《开卷》杂志主编蔡玉洗、董宁文在2003年创办，目的是为
民间自办刊物提供一个交流经验的平台。流沙河、来新夏、
陈子善、止庵等知名学者参加过年会。本届年会上，主要就
网络环境下版权保护、民间读书办刊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同
时举行了“古籍版本与民国老期刊”专题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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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界 晴 18℃～29℃
吉首市 多云 16℃～28℃
岳阳市 多云 19℃～27℃
常德市 晴 16℃～27℃
益阳市 多云转晴 19℃～30℃
怀化市 晴转多云 18℃～27℃

娄底市 晴 16℃～29℃
邵阳市 多云 18℃～29℃
湘潭市 晴 18℃～29℃
株洲市 晴 19℃～32℃
永州市 多云 18℃～28℃
衡阳市 多云 19℃～29℃
郴州市 多云 18℃～30℃

长沙市
今天到明天，多云
南风 2级 1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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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24日讯 （记者 杨军 通讯
员 刘慧峰 石科圣）把“法治益阳”建设
与服务改革发展大局有机结合， 与提升
现代治理能力有机结合， 与有效改善民
生民利有机结合。今天，益阳市“法治益
阳”建设领导小组召开全体会议，学习党
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对推进“法治益
阳”建设提出新要求：重点抓好党务、政
务、司法、社会各领域办事“四公开”建设
和健全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制度等10项重
点工作，细化“法治益阳”建设责任，充分
发挥法治引导、规范、促进、保障作用，为

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法治环境。
近年来，益阳以争创“全国法治城市

创建先进单位”为目标，大力推进依法执
政、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等重点工作，“法
治益阳”建设稳步推进，成功打造出一批
在我省乃至全国具有较大影响的法治建
设品牌,呈现诸多亮点。

“法治益阳”建设中，益阳创新社会
管理模式， 加快推进涉法涉诉信访制度
等改革， 积极构建面对面释法机制、“硬
碰硬”纠错机制、心贴心帮扶机制，确保
合理的诉求解决到位、 诉求无理的思想

教育到位、生活困难的帮扶救助到位、行
为违法的依法处理到位。同时，发展一大
批“和事佬”，通过群众做群众工作，并在
当地媒体开辟“和为贵”栏目，多方化解
矛盾纠纷。推行“一社区一法律顾问”，免
费给社区群众提供法律服务， 解决法律
难题、调处民事纠纷。建立人民调解、
行政调解、保险理赔、法庭审理四位
一体联调联处，快速化解交通事故等
纠纷。在湖南率先推出青少年养成实
验教育模式， 用爱心用情感教育，让
性格走向有偏差和有网瘾、早恋等问

题的孩子回归正常生活。益阳的做法，受
到人民日报等中央媒体推介。

益阳市委书记魏旋君表示， 今后将
按照中央和省里的部署要求， 深入推进
“法治益阳”建设，争创全省法治建设“益
阳样本”。

本报10月24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
讯员 易振波）在近日举行的第十一届中
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上，岳阳参展的5
家食品企业共接洽境内外客商300多人
次，签订订货合同1500多万元。这是岳阳
市经信委破解食品加工产业产销难题、
扩大“岳”字食品影响力的又一举措。

今年，岳阳市选定石化、文化旅游、
航运物流等11个重点产业作为帮扶对
象，由市委书记卿渐伟、市长盛荣华牵头

成立产业帮扶工作小组。企业有困难，直
接向产业帮扶工作小组挂号； 产业帮扶
工作小组根据各类问题情况决定分解交
办或集中处理。 为助推石化这个支柱产
业发展， 石化产业帮扶工作小组邀请相
关部门、单位21家，专家、领导40多位参
会， 就中石化驻岳企业需政府支持解决
的具体问题细化，分成10大类30个问题，
并将问题分解至各责任单位。 生物医药
产业帮扶工作小组发现， 多家医药企业

产品本土市场占有率不高、销路不畅，该
小组多次研究对策。市药监局、卫生局组
织召开了生物医药产业产销对接会，当
场签订销售订单1700万元。

为了给企业提供智力支持， 该市先后
举办加快食品产业发展培训班等8次，受训
企业100余家。面对企业融资难，他们为企
业搭建融资平台， 市科技局和市金融办组
织“重点民营企业融资行动”专场对接会，
现场签约10个项目，总金额达34.39亿元。

市经信委主任文春方告诉记者，今
年来，产销对接、银企对接、职业培训等
主题活动达52个； 收集各类产业和企业
发展困难与问题140多个，解决120多个；
产业发展活力得到充分释放， 今年1至9
月份，食品加工、机械装备制造、节能环
保、 生物医药等产业规模工业增加值增
速分别达8.2%、13%、11.3%、23.1%，其中
食品加工产业有望在今年成为该市第二
个千亿产业。

“来生还愿当教师”
———记宁远县太平镇小学教师欧阳群轩

本报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艾志飞

10月20日，记者见到年近60的欧阳群轩老师时，他刚
刚上完课走出来。

太平镇留佳位村小学， 是宁远县最偏远农村小学。在
这里，欧阳群轩四十年如一日乐此不疲地教书育人。

在留佳位村，记者见到，群山环抱之中，村小学干净整
洁，教室、图书室、厨房、厕所、运动场一应俱全。环境优美，
是一个非常好的教学场所。

村民告诉记者，原来的留佳位村小学只有几间上世纪
60年代末建的破旧瓦房，2003年校舍被上级主管部门认定
为D级危房，并被责令限期拆除重建。欧阳群轩心急如焚。

必须筹集资金建新学校！上级只给政策，村里没钱，怎
么办？经过无数个夜晚的辗转反侧，欧阳群轩决定：带头募
捐、南下筹款！

2006年春节前夕，欧阳群轩做通了妻子的工作，卖掉
家里的两头肉猪，率先捐出了3000元建校款；他还印制了
数百份《捐资建校倡议书》，向在外工作、创业的本村子弟
广泛发动。

当年4月份，又利用双休日时间，与同事雷兴华4次南
下广东，逐市逐镇寻访原来的学生和老乡，号召捐资建校。
整整一个月，跑遍了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等地。

到4月底， 建校款基本筹齐。5月3日新教学楼开工建
设。8月29日易名为太平镇第一希望小学，胜利竣工。

从上世纪90年代起，学区任命欧阳群轩为留佳位村小学
负责人。20多年里， 他把留佳位村小学创办成了全县村小教
育的一面旗帜，抽考、统考的成绩在学区、镇里乃至全县一直
名列前茅，大大小小的奖状贴满了办公室的四面墙壁。

他是村里考出的40余名大学生的启蒙老师，村里欧阳
海月、欧阳群松等家庭祖孙三代都在他手上受教！

欧阳群轩说：“我很快就要退休了。 如果学校需要，我
乐意继续干几年；如果有来生，下辈子我还愿再当教师。”

本报10月24日讯 （记者 陈鸿
飞 通讯员 周明韬 刘魁春）今天，
记者来到衡阳县俊虹光伏园，看到
技术人员和工人正在搭建光伏发
电一期地面电站厂房。俊虹光伏园
总工程师单卫平介绍，他们正在建
设大型屋顶光伏电站，用太阳能发
电，供应标准厂房生产，打造新能
源、节能环保、制造业共生产业集
群。

据了解， 俊虹光伏园项目总规

划面积2800亩，将由9.2万多个太阳
能组件构成， 总装机容量100兆瓦，
总投资40亿元。 从目前亚洲光伏发
电行业公布的数据来看， 尚无一处
屋顶光伏电站项目达到这么大的装
机容量， 项目具备打造亚洲最大光
伏发电集中应用示范区条件。

俊虹光伏园项目建在衡邵干
旱走廊， 无论光照强度和光照时
长，都适合光伏发电。目前正全力
推进的一期项目， 装机容量为23

兆瓦， 年发电量可达4000万千瓦
时。按照城乡居民每户每月生活用
电200千瓦时计算， 一期建成后，
可供1.66万多户家庭用电。

单卫平表示，光伏电站不产生
气体、 液体以及固定废弃物等污
染，真正实现零污染。项目自今年
9月底架设好第一块太阳能组件
至今， 已完成地面电站铺设2兆
瓦，一期工程将于2015年3月建成
投产。

张家界边检
严防埃博拉病毒流入

本报10月24日讯 (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李赞 王亚博)为有效防止埃博拉病毒从张家
界口岸流入， 张家界边检站日前与湖南出入
境检验检疫局张家界机场办事处签署了《关
于张家界口岸防控埃博拉出血热疫情工作机
制》， 对埃博拉病毒实行有效的联防联控，确
保口岸安全稳定。

为确保有效防止埃博拉病毒传入， 张家
界边检站收集了大量埃博拉病毒特点等信
息，在内部做好普及知识的同时，向机组人员
和出入境旅客发放病毒防范宣传资料。 与此
同时，该站还每天与检验检疫部门交流沟通，
及时了解埃博拉疫情的最新动态， 积极配合
口岸检验检疫部门对来自疫情地区航班和人
员实施检疫，畅通发现疑似病例处理渠道，做
到及时发现、快速移交、有效处置，并做好相
关数据统计上报工作。

本报 10月 24日讯 （记者 徐典
波 ）今天是第五个国际淡水豚日，湖
南日报社岳阳分社、 岳阳市江豚保
护协会与岳阳楼区站前小学等联合
举办了“留住江豚微笑，保护洞庭生
态”宣讲巡展系列纪念活动，吸引来

自北京、上海、安徽、武汉、长沙及当
地近3000名志愿者参与， 营造了爱
豚护豚的浓厚氛围。

14时30分，在站前小学操场上，岳
阳市江豚保护协会会长徐亚平向学校
师生及志愿者作了《永远留住江豚微

笑》的讲座。随后，大家参观了“留住江
豚微笑，保护洞庭生态”摄影、木版画及
艺术剪纸公益展。 活动启动仪式上，站
前小学2000多名学生誓言做保护江豚
志愿者，并发出倡议：保护环境，保护江
豚，从我做起。

本报10月24日讯 （记者 尹超 通讯员 易善任 邓道
理）10月23日至24日，香港《文汇报》等12家海外华文媒体
负责人和资深记者，走进张家界市武陵源区，正式启动“走
读” 大美湘西大型采风活动。

据了解，本次采风活动由省委外宣办联合香港《文汇
报》共同举办，旨在推动大湘西生态文化旅游的深度融合，
促进大湘西地区扶贫发展。进一步扩大大湘西地区在海内
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参加采风的海外华文媒体主要包括
俄罗斯《捷通日报》、日本《半月文摘》、菲律宾《商报》、印度
尼西亚《讯报》、韩国《亚洲经济》、泰国《京华中原联合日
报》、美国《美南新闻》、新西兰《联合报》、马来西亚《光华日
报》和《自由日报》等。

通过实地“走读”，众多海外华文媒体代表称赞张家
界自然风景奇特罕见，民俗人文风情悠久独特，值得世人
向往。在离开张家界的时候，记者们纷纷表示，回去后会
在当地各媒体描述张家界的美丽与神奇， 让更多的海外
朋友了解张家界、走进张家界。

另悉，本次采风团还将在29日前先后“走读”凤凰、洪江
古商城、魏源故居、紫鹊界等大湘西地区的自然、人文景点。

违规使用公共停车场
长沙开出第一张罚单

本报10月24日讯（记者 王曦）今天上午，
长沙首例规划停车场擅自停用、 改变用途行
政处罚听证会在长沙市芙蓉交警大队召开，
就湖南宇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违反规定将规
划配建停车场擅自停用、 改变用途案依法进
行了公开听证，并对其罚款3万元。这是长沙
市第一张因违规使用公共规划停车场开出的
罚单。

据了解，长沙市交警从4月开始，对全市
401家停车场（停车位89270个）进行全面摸
底调查，共排查出违规的公共停车场61家，并
全部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截至10月15日，已
有38家达到整改要求， 还有23家需进行下一
步整改。长沙警方将加紧督促整改，并促使改
变使用性质的公共停车场转变性质， 消除隐
患。

“法治益阳”建设亮点纷呈

岳阳破解产业发展难题

衡阳县建设大型屋顶光伏电站
总投资达40亿元，一期可供1.66万户家庭用电

12家海外华文媒体
“走读”张家界

专家聚株洲
探讨民间读书办刊

10月24日，岳阳市岳阳楼区站前小学学生争先恐后与江豚布偶握手。 本报记者 徐典波 摄

永远留住江豚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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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24日讯 （记者 李伟
锋 通讯员 高芳）最近举行的全省
环保产业供需对接会上，邵阳市政
府与永清环保集团成功牵手：永清
环保将利用其在土壤污染治理上
的技术、管理优势，对邵阳市龙须
塘片区的老工业污染进行根治。

邵阳市龙须塘工业片区内有
大小企业近100家。 自上世纪60年
代建设，几经调整，逐步形成了以

化工（医药）、机械、皮革、纺织为主
的工业区，一直在邵阳市经济发展
中占有重要地位。但辖区内企业治
污设施滞后，区域内土壤、地下水、
垃圾等污染状况很严重，人民群众
的生活受到影响。

按照协议，永清环保将为龙须
塘工业区约15平方公里范围内遗
留污染物处理、 污染场地修复、沟
渠污染及地下水综合治理工作提

供整体规划设计、环评、施工等环
境综合服务，同时完成该区域范围
内工业污水、生活污水和雨水管网
系统建设， 新建工业污水处理厂、
污泥填埋场等配套设施。

永清环保副总经理熊素勤表
示， 集团将利用其在环境治理技
术、工程管理、项目运作、上市融资
等方面的优势，将该区域污染治理
打造成生态修复的示范工程。

邵阳龙须塘工业污染将根治

本报10月24日讯 (记者 贺威 通讯员 吴泽辉 贺胜
凯 )记者今天获悉， 书画之乡———双峰县走马街镇新近成
立了书画院， 全镇3500余名书画爱好者有了吟诗作画的
好场所。

走马街镇是国画大师王憨山的家乡， 全镇“工诗文、
擅书画” 之风历代传承， 遍布民间山野， 被国家文化部命
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在这里， “三岁孩童会
写字， 八十老翁是画家”， 全镇拥有一支3500余人的群众
书画队伍， 近150人加入了县市级书画协会， 50多人加入
省级协会， 10多人加入国家级协会， 被誉为“书画之家”
的家庭有120多户。 先后有100多人次获国家级书画大奖，
300多人次获省级以上奖励， 有10余人在省内及北京、 广
州、 深圳、 香港、 台湾、 新加坡等地举办过书画作品展。

近年来， 双峰县不断加强镇级和各村文化活动场所建
设， 广泛开展群众性书画、 民俗文化活动。 走马街镇就投
入120多万元建起了镇文化大楼， 创办了32个村级书画活
动室， 并对在省级以上书画展览中获奖的走马街籍书画家
予以支持与奖励。

双峰走马街镇有了书画院

三岁孩童会写字
八十老翁是画家

15平方公里区域内全面治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