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沙发布首部
社工发展蓝皮书

湖南日报2月11日讯（金慧 王晗 杨柳青）今天，长沙市
首部《社会工作发展报告蓝皮书（1999-2014）》发布。

全书分为4个板块， 包括长沙市社会工作发展报告、长
沙市社会工作政策篇、长沙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篇、长沙
市社会工作实务篇。 据长沙市民政局局长曹再兴介绍，从
1999年到2014年，长沙社工服务机构从2家增至46家，社工
人才从零到现在的2148人。目前，社工服务事业以社区为主
体呈全面发展的趋势， 社工服务领域也从单纯的民政福利
单位服务拓展到医院、学校、社区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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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界 晴 7℃～20℃

吉首市 晴转多云 8℃～19℃
岳阳市 晴转多云 9℃～18℃
常德市 晴 7℃～20℃
益阳市 多云转晴 9℃～21℃

怀化市 晴转多云 8℃～20℃
娄底市 多云 9℃～20℃
邵阳市 晴转多云 9℃～20℃
湘潭市 晴 7℃～20℃

株洲市 晴 5℃～19℃
永州市 多云 10℃～19℃
衡阳市 晴转多云 10℃～20℃
郴州市 晴 9℃～21℃

今天，晴天到多云，明天，多云
南风 1～2级 6℃～20℃

通讯员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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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2月11日讯（记者 王晴 通
讯员 张明子 乔雁城）2月上旬，临湘市滨
江产业园区的湖南正兴化工有限公司投
资2亿元的次氧化锌生产线进入试生产。
这是近年来临湘市发挥临长江优势而引
进的第11个亿元项目。40公里的长江岸
线，如今已成为临湘经济增长的强劲“引
擎”。“沿江经济” 目前已构成该市经济增
长的“主导力量”，其增量已分别占到全市
经济和税收增量部分的80%和85%。

临湘市充分利用长江黄金水道天然

优势，近年来，积极推进临湘港区综合开
发和长江沿岸“多式联运”，推动产业项目
沿江布局、集聚发展；着力培育“沿江经
济”，力争将其打造成临湘新的增长极。滨
江产业园应运而生，3年时间吸纳的投资
达到69亿元， 迅速形成了拥有34家规模
企业的绿色化工产业集群，被确定为我省
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为了发挥长江的航运优势，该市加快
推进干线公路网建设、航道的整治和岸线
的管理，同时配套规划铁路延伸，真正实

现了水陆联运的“无缝对接”，从而带动了
现代物流业的快速增长。 近3年新增物流
企业12家， 物流运输吞吐量增幅达到
42.5%，迅速攀升到1160万吨。

现代物流业的发展，直接带动了该市
颇具优势的建材、 矿石等支柱产业的
转型升级。“海螺水泥” 在该市的年产
能原只有180万吨，随着该市长江港区
功能的完善和升级，“海螺” 在该市迅
速扩能到年产230万吨，九成以上产品
依靠水运运销到重庆、武汉、九江等长

江沿线城市。目前，该市的陶瓷产品、矿石
的外销量均达到90%以上， 且大都是依托
水运到达沿长江的城市。近3年，由于水运
畅通拉通外销量的增长， 该市仅陶瓷和矿
石的税收就达到1.5亿元，增长近30%。

湖南日报2月11日讯（记者 肖军 黄
巍 通讯员 杨捷灵 汤惠芳 何志斌）“自
从建好了新的农贸市场， 环境变好了，我
们不用去大马路上赶集了。现在逛农贸市
场就像逛超市一样，很方便。”2月上旬，中
方县中方镇龙井村村民潘玉凤走进刚刚
投入使用的镇农贸市场采购年货，对宽敞
明亮的市场、干净整洁的地面、分区有序
的摊位、琳琅满目的商品赞叹不已。

小市场，大民生。随着城镇化进程加
快， 为解决乡镇农贸市场普遍存在的以
路为市、 脏乱差等问题， 中方县强力推
进农贸市场建设， 高起点规划、 高标准
建设， 改造和新建了一批标准化农贸市
场。 据了解， 近两年， 该县共投入资金
903万元，先后完成了桐木镇、铁坡镇、
新路河乡等7个乡镇农贸市场新建及改
建工程。 目前， 全县功能齐全的农贸市

场达到18个。
针对过去乡镇农贸市场“平常日子

冷清清、想要购物等赶集”、广大农村群
众购物难的问题， 中方县还积极尝试
“农加超”、“农改超”等经营模式，多渠
道打通流通节点， 密织农村市场流通网
络， 广泛吸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农产
品大户、食品加工企业、连锁超市等，向
农贸市场直供直销， 提高市场农产品质

量、丰富花色品种，推进农贸市场“超市
化”，使农贸市场成为百姓身边的“生活
超市”、“购物中心”，让农村百姓购物更
方便、 环境更舒适。“以前想买东西得等
到赶集日， 不然就只能进城。 现在市场
天天有人摆摊， 成了镇里的购物中心，
什么都有买。” 家住新路河镇湾溪口村
的村民蒲平兴， 切实感受到了新建农贸
市场给生活带来的便利。

同台“晒干货”
各自“找短板”

———益阳述绩述效述廉大会侧记
湖南日报记者 杨军
通讯员 涂政坤 石科圣

2月10日至11日，益阳市召开2014年度述绩述效述廉大
会，到台上站着发言的是8个区（县、市）政府主要领导、市直
单位“一把手”和中央、省驻益阳有关单位负责人，台下750
多人进行评议打分， 其中60人为市级以上党代表、 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

在规定时间里，89个单位“一把手”相继走上发言席，他
们熟练地操作PPT（演示文稿软件）进行演讲，有近三分之
一的篇幅是在摆问题、谈整改、讲措施。

2012年以来，益阳市已连续3年组织区（县、市）委、政府
和市直单位“一把手”公开述绩述效述廉。与往年相比，今年
规模更大、内容更实、测评更严。包括“两代表一委员”在内
的各位评审员逐个填写测评表，会议结束前公布成绩，谁高
谁低一目了然。

市人大代表曹令其说：“公开述职述效述廉改变了以前
年度考核中上下级之间、同事之间关门评功摆好的做法，公
开透明，大家同台晒干货，各自找短板。有了直面问题的勇
气，也有了解决问题的动力。”

台上几分钟，台下一年功。益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局长罗秋生已是第3次“赶考”， 面对市里越来越严格的要
求，他深有感触地说：“要想站在台上少流汗，平时要多干。
集中述职，有现场比高低的味道，这样可倒逼大家今后努力
把工作做得更好。”

株洲市民阅读真方便
系列创新服务使阅读综合指数

位居全省非省会城市第一
湖南日报2月11日讯 （通讯员 李支国 记者 周怀立）

“天天有书看，操作简单，方便、开心！”今天上午，74岁的株
洲市民张先生拿着电子读者卡， 又一次来到位于神农公园
门口的“24小时自助书屋”，刷卡进门，还书、选书、借书，几
分钟轻松搞定。

“这样的自助书屋是我们发明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目前已布点3处，将陆续增加至20处。”株洲市文广新局局长
吴安浩介绍，“24小时自助书屋”采用独特的书本造型，面积
18平方米、藏书3000册、24小时自助借书还书“不打烊”。

据了解，3年前， 株洲市在中西部城市率先启用24小时
城市街区自助图书馆，目前已办证5000余个，借还书22万余
册次。随后，依托自助图书馆，在全国首创“你读书、我买单”
活动，在全省首建以自借、自还、自捐、自管为主的“阳光自
助书屋”，市民既可捐书，又可将书带回家阅读。市民在新华
书店看中了书，也可以带回家阅读，由图书馆来买单，将选
书、采书权交给读者。同时，为实现图书城乡均等服务，该市
还建成了115个乡镇综合文化站、1196家农家书屋。

一系列创新服务，大幅提高了市民阅读便利度。2014年
全省城市阅读指数显示， 株洲城市阅读综合指数位居全省
非省会城市第一。全市图书馆持借阅证的读者有3.5万多人，
占市区人口的3.5%，大大高于1.14%的全国平均水平。

湖南日报2月11日讯 （记者 蒋剑平 戴
勤 通讯员 肖大松 刘期友） 维修水渠， 往
田间运送猪、 牛、 羊、 鸡、 鸭粪等有机肥
料， 翻耕田地。 2月11日， 虽临近春节， 但
隆回县羊古坳乡牛形村一派繁忙。 该乡超
级稻第五期高产攻关项目在袁隆平院士指
导下， 立春过后正式启动。

第五期攻关在羊古坳乡雷峰、 牛形村
两个百亩片超级稻高产攻关基地同时展
开， 种子为“超优1000”， 由袁隆平院士
亲自选定。 按照国际惯例以公顷为面积单
位， 第五期目标定为每公顷产稻谷16吨，
相当于亩产1067公斤。 隆回县羊古坳乡
是袁隆平院士选定的超级稻高产攻关主要
基地之一。 2013年， 该乡牛形村第四期
超级杂交稻101.2亩高产攻关片， 现场测
产验收平均亩产为988.1公斤。 2014年，
该乡牛形村百亩片亩产达1006.1公斤， 实
现了亩产过1000公斤的目标。

湖南日报2月11日讯 （记者 李文
峰 通讯员 黄春平）今天，从炎陵县传
来消息， 在省教育厅公示的第九批特
级教师中，该县有客家“山歌王”之称
的音乐教师曾书华榜上有名， 成为这
次评定的全省3名音乐特级教师之一。

据介绍，在炎陵县，客家人占全县
总人口近70%。 今年55岁的曾书华是
客家人，自幼酷爱音乐，先后自学了二

胡、笛子，电子琴、竖笛、口琴、二胡、钢
琴等乐器演奏。1982年，曾书华从部队
退伍，回到家乡炎陵任小学教师。曾书
华对客家山歌情有独钟，他走访、请教
许多民间艺人， 将散落在家乡的客家
山歌汇集、整编后，结合客家山歌基本
音调，编写了《客家山歌校本课程》，收
录了自己编排创作的《等你归故乡》、
《燕燕排》、《月光娃娃》等客家童谣，在

课堂上教学生演唱。 他还组建了学校
山歌队，参加县内外演出推广活动。

近几年来， 曾书华多次受邀到
长株潭地区学校上公开课、 做专题
讲座。2014年，他在全省小学音乐教
学比武中获一等奖， 他所在的沔渡
镇学校被定为全国教育科学重点课
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研究”首
批基地学校。

湖南日报2月11日讯 （记者 徐德荣 通
讯员 彭扬华）“我再不是那个什么都不懂的

‘小公主’啦！ ”2月9日上午，在东莞东客运段
实习的湖南高铁职业学院铁运1203班学生
仇姗姗， 对来看望她的学院副院长陈志刚
说。

仇姗姗是独生女，在家里是过着饭来张
口、衣来伸手的生活。 前不久，仇姗姗与同学
们一同来到东莞东客运段实习，走进列车参
与春运服务。 几趟车跑下来，仇姗姗迅速成
长，不仅能干好本职工作，服务好旅客，还学
到了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据了解，今年春运前，湖南高铁职院
根据广州铁路集团公司的需求， 组织了
900多名大学生参加铁路春运实习工作，
这些学生分别在客运段和车站从事客运
和站务工作。 900多名大学生放弃回家团
圆的机会， 奋战在东莞东和广州南2个火
车站的春运一线， 将一直服务到春运结
束。 参加春运实习的同学们基本都已经签
约南宁铁路局、南昌铁路局，广州铁路（集
团）公司等单位，今明两年都要走上工作
岗位。

湖南高铁职院院长戴力斌介绍，参加
铁路春运工作，是湖南高铁职院为了深化
“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培
养学生职业技能和职业素养、增强高等职
业院校的社会服务职能的一项重要举措。
从2001年起， 该院累计已有2万余人次参
加铁路春运、暑运。

黄金水道带活“沿江经济”
40公里长江岸线成临湘经济增长强劲“引擎”

农贸市场变身“购物中心”
中方县建成18个功能齐全的标准化农贸市场

隆回启动超级稻
第五期高产攻关

“山歌王”“唱成”音乐特级教师

湖南高铁职院
近千名学生服务春运

“生态凤凰”更美丽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5年 2月 11日

第 2015042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921 1040 95784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334 173 230782

5 12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0
二等奖 8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0
0 32911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282
719
9356

14
8

239

1867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4313
109505

333
2415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5年2月11日 第2015018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下期奖池：1843034 元
02 1404 08 12 15 19 28

2 月 11
日 ，施工人员
在 凤 凰 古 城
沱 江 河 上 游
清淤。
湖南日报记者

谭克扬 摄

湖南日报记者 谭克扬

2月11日8时15分许， 笼罩在轻纱
般晨雾之中的凤凰古城虽然有些寒气
袭人， 但记者站在凤凰大桥上放眼望
去， 已经截流的沱江河核心景区以及
临河两岸，早已机器轰鸣，车辆穿梭，
各类人员都在紧张有序地施工， 呈现
出一派热火朝天的古城生态改造提质
繁忙景象。

“请问这条横卧河底的巨龙般排
污主干管道铺设什么时候可以完成？”
记者首先来到沱江河北岸管道铺设工
地采访。

“这条从凤凰古城核心景区河中穿
过、长达13.6公里的排污主干管道已完
成八成左右的工程量。” 忙着进行技术
把关的湖南首创公司首席专家黎青松
胸有成竹地回答：“沱江河排污主干管
道铺设，是古城生态改造提质的咽喉性
关键工程，预计可在春节前后完成。”

上午9时，记者来到位于沱江河上
游的雨桥地段。 只见河中挖掘机一次
次高高举起挖斗又轻柔地俯头探入河
底， 每挖起一斗淤泥便来一个利索的
转身，迅速将淤泥倒在木排上。

“辛苦了！师傅。”记者拿着照相机
走上木排， 靠近挖掘机跟操作师傅打
招呼。

“还好，我不能停工，有什么事请
问县领导。” 挖掘机师傅看出本人来
意，一边操作一边大声说道。这时，正
在指挥沱江河清淤的凤凰县委书记颜
长文走过来同记者握手。

“凤凰古城的现状如何？为什么要
进行生态改造提质？”碰得很巧，记者
迫切发问。

颜长文恳切地说：“凤凰古城一直
未进行大的排污生态改造， 原来仅沱
江河两岸每天直排入河的污水就达3
万吨以上，加之消防方面也存在风险，
因此我们一定要重点改好水、防好火，
做好生态保护文章，要让生态‘凤凰’
更加美丽。”

“这次生态改造提质的原则是什
么呢？”针对记者提的这个问题，颜长
文回答很干脆：“就是对所有历史文化
古迹、景物、场所原封不动地进行原生
态保护， 而对造成古城污染和影响保
护的设施及沱江河景区，则进行排污、
防火、清淤疏通等生态改造提质，使古
城以‘山、水、城、人’融为一体的原生

态特色著称于世。”
时值12时33分， 上午下班时间已

过。 可在古城核心景区紧靠沱江河的
水门口街， 凤凰县县长赵海峰带领住
建、民政、水务等县直部门的人员，仍
在帮助居民改造化粪池选择地点、指
导施工。

记者就古城生态改造提质规摸等
内容采访赵海峰。 他兴奋地介绍：“整
个工程包括城区污水收集与排污网管
改造、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沱江河景区
清淤与生态修复、两岸2.9万户居民化
粪池修建及排污管网建设、 古城保护
消防设施建设等5大项目， 总投资5.3
亿元。为确保任务完成，县委、县政府
采取了明确责任、 层层抓好落实的举
措，广大群众都很支持。”

说话间， 一位拖着行李箱刚从外
地回家过年的年轻姑娘开心地搭腔：
“这真的是项民心工程，‘凤凰’ 水更
清、天更蓝、景色更漂亮，我们当地人
住得舒服， 人家来旅游也会更加舒心
了！”

是啊，这姑娘说得好。人间仙境凤
凰古城，通过生态改造提质，定会以更
加华丽的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