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紧接1版②）这一消息，让黄初
开特别兴奋。从那刻起，他走上
了为父亲申请烈士的漫长之
路。他翻阅县志、抗战史料等，
并走访了一些抗战老人。

在县档案馆， 黄初开终于
在《蓝山县志》中《蓝山抗日阵亡
名录》查到了有关父亲的记载：
“黄费荣， 国民党陆军77师461
团4连一等兵。”这一信息，让黄
初开信心倍增， 他立即向县政
府书面报告，请求开具介绍信，
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进一步
查找详细资料。2013年6月13
日， 黄初开收到中国第二历史
档案馆寄来的民国二十九年一
月十五日国民政府主席批准的
抚恤金发放复印件：“黄费荣，部
队番号：77师461团4连； 级职：
一等兵；籍贯：湖南蓝山；死亡类
别：抗战阵亡；死亡地点：江西湖
口；死亡时间：中华民国二十七
年七月；请恤者机关级职姓名：
77师师长彭位仁……”

接下来， 黄初开在县民政
局优抚股等单位指导和帮助
下，整资料、找证人、递请示、写
报告，联系江西湖口县……

功夫不负有心人，去年底，
黄初开终于等来了湖南省人民
政府的批复“评定黄费荣为烈
士”。近日，蓝山县民政局派人，
将国家民政部签发的“革命烈
士证明书” 以及一块“光荣烈
属”牌，交到了黄初开手中。

（上接1版③）
罗霄山区（6个）
茶陵县 炎陵县 宜章县 汝城

县 桂东县 安仁县
2、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外国

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地区（3个）
平江县 新田县 江华瑶族自治县

二、湖南省农村学生单独
招生实施区域

1、株洲（2县）：茶陵县 炎陵县
2、衡阳（1县）：祁东县
3、邵阳（8县、市）：武冈市 新

邵县 邵阳县 隆回县
洞口县 绥宁县 新宁县 城步苗

族自治县
4、岳阳（1县）：平江县
5、常德（1县）：石门县
6、益阳（1县）：安化县
7、郴州（4县）：宜章县 汝城县

桂东县 安仁县
8、张家界（4县、区）：武陵源区

永定区 慈利县 桑植县
9、娄底（3县、市）：涟源市 新

化县 双峰县
10、怀化（13县、市区）：鹤城区

洪江区 洪江市 中方县
沅陵县 辰溪县 会同县 麻阳苗
族自治县 新晃侗族自治县
溆浦县 芷江侗族自治县 通道侗

族自治县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
11、永州（5县）：江华瑶族自治

县 新田县 宁远县 江永县 双
牌县

12、自治州（8县、市）：吉首市
泸溪县 凤凰县 保靖县 古丈县
永顺县 龙山县 花垣县

责任编辑 刘凌 版式编辑 周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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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 4月 17日讯 （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戴乐）“规范的PPP
模式， 有利于提升市政公用行业的
服务效率， 并拓宽建设融资瓶颈。”
今天，全省城市市政公用行业暨“两
供两治”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
培训会议在长沙召开。各地住建、城
管、燃气、水务等部门负责人聚到一
起，研究全面铺开PPP模式的运用。

PPP(Public-Private� Partner-
ship，简称“PPP”)是指公共部门与私
人部门为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以特
许协议为基础，彼此之间形成的一种
伙伴合作关系。财政部决定在基础设
施、公共服务领域推广运用PPP模式，
我省已被列入全国首批试点省份。

市政公用行业具有投资规模相
对较大、需求长期稳定等特点，高度

契合PPP模式项目条件。去年底，省
住建厅已对“两供两治”（城市供水
和供气、城市污水和垃圾治理）领域
内的项目进行了推介，涉及项目898
个，总投资额669亿元。

省住建厅指出，今天召开培训会
议，也是一次再鼓劲、再提速。在坚持
公共利益优先的前提下，鼓励采取各
种转型、改造方式，逐步消化盘活市

政公用行业存量资产， 缓解政府债
务，增加城建资金来源。其中，对地方
政府自建自管的存量项目，可优先考
虑按照PPP模式转型；对企业已是投
资运营主体的存量项目，可按照PPP
模式改造，加强政府和社会资本的风
险分担与权益融合；对企业在建但因
各种原因停滞的项目，政府也可注入
一定资金，与企业合作。

湖南日报 4月 17日讯 （记者
柳德新 通讯员 刘世奇 王琳）记者
今天从省水利厅获悉， 我省将加快
推进水利工程建设， 并鼓励社会资
本投入水利项目。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 国务院把
水利作为国家投资的重点领域，对
水利建设看得更重、抓得更紧、督查
更严。省水利厅近日决定，成立湖南
省水利厅加快推进水利工程建设领

导小组，并由厅长詹晓安担任组长。
省水利厅部署，2014年度水利

建设，今年5月底前必须全面完工；今
后要加快完成水利建设投资， 重大
水利工程当年中央投资完成率要达
到90%以上，其他面上项目当年中央
投资完成率要达到80%以上，农村饮
水安全建设当年中央投资完成率要
达到100%。莽山水库、涔天河灌区2
个重大水利工程今年必须开工，金

塘冲水利枢纽明年必须开工， 毛俊
水库、犬木塘水库“十三五”期间必须
开工。另外，今年要全面完成4036座
小Ⅱ型水库除险加固建设，5年内基
本完成有防洪任务的14个市级城市
和89个县级城市防洪堤建设任务。

大规模的水利建设，也将带来巨
大的资金配套压力。省水利厅厅长詹
晓安介绍：一方面，将积极争取政府
支持，加大公共财政水利投入，把配

套资金和前期工作经费落实到位。另
一方面， 将更大激发社会资本活力，
创新运用PPP等模式鼓励社会资本
投入城市供水水源工程、城市防洪工
程、水生态工程等项目建设；运用以
奖代补等激励机制， 引导农民群众、
用水合作组织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加大小型水利建设投入，发挥受益群
众的主体作用。此外，还要充分利用
贷款解决省级水利投入不足的问题。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记者 李伟锋
通讯员 宋长征） 记者今天从设在省经
信委的省减轻企业负担领导小组办公
室获悉，截至4月16日，全省14个市州已
先后公布了市（州）本级政府定价和政
府指导价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项目以
及行政许可(审批)前置服务收费项目等
涉企收费目录清单。

2014年，我省在全国率先完成省本
级涉企收费目录清单的清理和公布工
作。经过清理和规范涉企收费，为企业
直接减负24亿元以上。今年年初，省政
府明确提出在全省“实施涉企收费目录
清单管理”， 要求各市州相应尽快公布

相应目录清单。省减轻企业负担领导小
组对此进行了专门部署，并将督促市县
两级清理和公布涉企收费清单作为今
年全省减轻企业负担的九大重点工作
之一。

为使惠企政策落到实处，省减轻企
业负担领导小组办公室要求，各市州要
通过多种渠道，宣传省、市（州）涉企收
费项目清单，确保企业心中有数。同时，
要加强督查，对国家和省、市已经取消，
但个别地区和单位仍然向企业收取或
变相收取费用的情况，发现一起、查处
一起、通报一起，确保通过实施涉企收
费清单管理，切实减轻企业负担。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记者 奉永成
通讯员 邹立新） 昨天，记者从省交通厅
了解到，从去年8月29日到今年4月10日，
全省共检测货运车辆341.32万台次，查处
非法超限超载运输车辆21.06万台次，卸
载货物69万吨。全省治超工作初见成效。

去年8月29日省政府治超工作现场
会议召开后，全省形成了“政府主导、部
门联动、 各方参与” 的集中治超工作格
局， 并启动了货运源头进驻、巡查措施。
到2015年4月10日，全省共进驻、巡查货
运源头企业10677家，取缔非法源头企业

574家。非法改、拼装货运车辆，同样是治
超工作的重点。全省查处非法改、拼装车
辆3.8万台次， 强制恢复非法改装车辆
2.83万台，收缴拼装车辆194台，查处非法
车辆维修场所646家。

从4月份开始， 全省将定期组织开
展专项整治行动，统一行动期间，实行
全员上路，24小时实行不间断地执法检
查和巡查。严打非法改装、拼装车辆的
行为； 对违规为货运车辆装载配载货
物、 提供虚假装载证明的货源企业，一
律停业整顿，并严厉处罚。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 （记者 周
月桂 通讯员 孙姣） 已经是清明节
气的最后一小段时间了， 南方的春
天越来越暖，夏天的气息越来越浓。
不过今晚开始， 新一轮降水又会登
场。这个双休日，如果下过雷阵雨，
记得看看天空会不会有彩虹， 因为
已经到了“虹始见”的时节了。

清明节有三候 （每 5天为一
候），“一候桐始华； 二候田鼠化为
鹌；三候虹始见。”从4月15日开始，
我们就进入了清明节气的第三候
“虹始见”，这时，雨后的天空中可
以看见彩虹了。 虹在这个时节出

现，是有道理的。虹总是出现在新
雨后， 因为新雨后的天空粉尘最
少，天空最清洁。而清明第三侯的
天空，有雨水的洗涤，有雷电对粉
尘的净化，再有繁茂的植物对裸土
的遮蔽和吸收，因此才有望看到美
丽的彩虹。

省气象台预计， 17日晚至20
日，全省自北向南有一次较强降雨
天气过程，过程降温幅度达10摄氏
度以上；其中，主要强降水时段为
18日晚至19日白天，湘中以北部分
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将伴有雷
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近段时间，

天气过程变化比较快，部分地区两
天温差超过10摄氏度，这种天气太
容易感冒了，大家出门一定记得多
带一件外套。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记者 白培
生 通讯员 张前宝 郭兰胜）“刊出来
了，《湖南日报》有一个整版报道了我们
县！”今天上午，桂东县委宣传部常务副
部长陈应时打开《湖南日报》电子版，看
到特别报道“五彩平汝路神奇大湘东”
之《桂东：最宜心肺深呼吸》后，惊喜地
招呼宣传部的同志，赶紧点击浏览。

“这个报道必须点赞，必须转发，让
更多的人来桂东深呼吸！”县外宣办几个
年轻小伙迅速通过微信、 微博、QQ群、
QQ空间，一股脑地向身边的亲朋好友转
发起来，很快，文章在桂东贴吧、QQ群、
朋友圈之间疯传，成为最热话题。

“《湖南日报》这次深度宣传报道
全面生动，可读性强，对宣传桂东和桂

东旅游起到了积极作用。 要进一步加
大宣传力度推介桂东， 让更多的人走
进桂东、感受桂东，让这块藏在山神怀
里的瑰宝熠熠生辉。” 桂东县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朱红波看完报道后， 鼓励
宣传部干部职工用心做好宣传工作。

桂东县沤江镇大学生村官罗江
涛说：“《湖南日报》以整版图文并茂的
形式对桂东旅游的独特魅力进行深
入报道，不简单！这样一宣传，相信桂
东旅游一定会火起来。”

“以前听说桂东夏天晚上睡觉要
盖被子，很期待。今天看到报纸上对桂
东的描写，发现那里简直是人间仙境！
今年‘五一’一定要去桂东深呼吸！”长
沙网友蒋橙在网上留言。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记者 周怀
立 通讯员 黄娜丝 刘洪文）湖南日报
推出的“五彩平汝路 神奇大湘东”特
别报道， 在株洲市引起热烈反响。大
家一致反映，这组报道在“五一”黄金
周之前推出非常及时，对大湘东旅游
发展将产生良好影响。

株洲市旅游局局长林线平是一名
“老旅游”，已连续数年主管株洲市旅游
工作。4月16日，他见到记者，首先就说，
他们最近几天很关注这组报道， 因为
这组报道将株洲最有价值的旅游资源
展示给了读者。他接着说：“其实，株洲
的旅游资源远不止这些。 醴陵沩山古
瓷窑址、攸县酒埠江等，都是值得一去
的地方，而且与茶陵、炎陵在一条线上。
加上市区的方特欢乐世界， 株洲市旅

游发展潜力很大。我相信，这组报道推
出后，今年‘五一’株洲旅游一定会再升
温。我要再次谢谢湖南日报的报道。”

对于这组报道， 茶陵县副县长刘
继承给予很高评价。他说，茶陵是个革
命老区，旅游事业方兴未艾，茶陵有宣
传推介的需要。此次集中宣传，挖掘了
茶陵旅游资源的精华， 达到了茶陵旅
游“影响先行”的效果，为茶陵下一步
旅游招商创造了条件。

炎陵县旅游局局长陈跃玲对记
者说， 要借助这次大湘东文化旅游宣
传契机，加强旅游与媒体的联盟，深度
挖掘炎陵炎帝文化、生态文化、红色文
化、民俗文化等，将文化发掘与旅游开
发紧密结合起来， 这对推动炎陵文化
旅游产业重点县建设很有意义。

湖南鼓励社会资本投入水利
包括城市供水水源工程、城市防洪工程、水生态工程

市政公用行业广引社会资本
全面推广PPP模式

14个市州全面公布
涉企收费清单

2014年全省为企业直接减负24亿元以上

湖南治超初见成效
21万台次超限超载运输车辆被查

“让更多的人来桂东深呼吸”
“大湘东”桂东报道成了热门话题

“今年‘五一’旅游一定会再升温”
“大湘东”特别报道在株洲反响热烈

新常态 新亮点

月桂聊天

一年中最易见彩虹的时节到了
双休日出门记得带雨伞，气温可能下降10摄氏度

4月16日上午， 长沙市东二环省高院段 (晚报大道-火炬路) 高架桥上， 施工人员在安装隔音屏。 据了解，
长沙市区现有桥梁约170座， 其中， 二环线上的立交桥、 高架桥就有将近30座， 且多分布在居民住宅区、 学校、
医院等人群密集场所附近， 那些对市民生活干扰很大的立交桥、 高架桥将逐步装上隔音屏。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上接1版①）
据介绍， 这两款超级电容

储能式公交车，是“南车株机”
在全球首创十秒级闪充超级电
容储能式现代电车的两种制
式。“十秒级” 包含10秒、20秒
以及30秒等，是利用乘客上下
车30秒内把电充满的一种表
述形式。 其核心元器件有机体
系超级电容主要由高性能炭材
料构成，安全性高，可反复充放
电100万次以上， 适用环境覆
盖我国全部地域， 使用寿命长
达12年，从而解决了锂电池存
在的安全性低、环保性差、充电
速度慢、低温区衰减、使用寿命
短（3至5年）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