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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晴天
明天，晴天间多云
南风 2～3级 27℃～36℃
张家界 多云 25℃～36℃

吉首市 多云 23℃～33℃
岳阳市 晴 29℃～35℃
常德市 晴转多云 27℃～35℃
益阳市 晴 28℃～37℃

怀化市 多云 23℃～34℃
娄底市 晴 24℃～35℃
邵阳市 晴 24℃～34℃
湘潭市 晴 26℃～36℃

株洲市 晴 28℃～36℃
永州市 多云转晴 25℃～34℃
衡阳市 晴 27℃～36℃
郴州市 多云晴转 27℃～36℃

通讯员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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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

7
市州新闻

湖南日报8月2日讯 （曹辉 蒋睿 张
莹 李一凡）“湘潭独立工矿区改造搬迁
项目和竹埠港老工业区搬迁改造项目已
进入国家政策项目笼子， 这意味着新一
轮资金‘活水’正源源涌来。”今天，湘潭
市财政局党组书记、 局长朱红兵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 面对收入放缓而刚性支
出加大的“收支平衡”压力，该市着力丰
富财政手段，打出了一套资金保障“组合
拳”。

面对经济发展新形势， 争取更多国
家支持，全力以赴引来“活水”，成为该市

今年的首要工作。上半年，借助湘潭综合
保税区、长株潭自主创新示范区等“国”
字号平台成功获批的契机， 湘潭争取上
级转移支付资金超过68亿元， 为竹埠港
等一批重大项目建设起到了重要推动作
用。截至7月底，该市4个“两型”项目共申
请清洁机制基金贷款4.604亿元。

同时，该市还改革资金分配模式和
转变理财方式， 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
引导集聚作用。从去年开始，该市连续
两年从科技、 新型工业化等专项资金
中整合5000万元， 专项用于支持企业

改制和职工安置。今年，市本级又通过
统筹集中专项资金， 设立产业发展扶
持资金1亿元，专项用于培育和引进战
略性支撑产业。

引入社会资本，建立激励约束机制，
实现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和财政支出效益
的最大化。 作为湖南省首批ＰＰＰ项目
试点城市，今年4月，该市在全省率先
对外发布首批45个ＰＰＰ项目， 项目
总投资达到390亿元。目前，该市国家
级ＰＰＰ示范项目———湘潭经开区污
水处理厂项目即将进入试运营。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湘潭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增长22.22％，增幅高于全省平
均水平6.18个百分点， 支出进度位居全
省前列，也远远高于湘潭上半年8．95％
的财政收入增幅， 源源不断的资金“活
水” 将为湘潭新一轮发展提供强大支撑
和要素保障。

湖南日报8月2日讯（通讯员 李劲宏
徐永华 周宏 记者 郭云飞）南县乌嘴乡
朝前村村民洪小娟是独生子女户， 她被
查出患红斑狼疮， 村计生工作中心小组
长宋金莲及时将这一情况上报。7月下
旬，当宋金莲到洪小娟家回访时，洪小娟
动情地说：“政府对我很关心， 为我解决
了低保，还送来了3000元慰问金，计生
保险为我报销了1万元，乡计生办还为我
募捐了8万多元爱心款。”

南县并乡合村后，基层计生工作范

围扩大，计生干部难免顾此失彼。针对
这一情况， 从2013年开始， 该县实施
“计生网底工程”，在12个乡镇350个村
（社区）4440个村（居）民小组中，建立
1362个计生工作中心小组。 每个中心
小组选配一名妇女任组长， 每人每年
发放一定报酬， 由其协助乡村计生专
干做好人口计生宣传教育、 信息搜集
和育龄群众服务等工作。同时，设置村
级信息网络终端， 建成县乡村三级人
口和计生信息共享平台， 为计生对象

提供便捷的服务。
依托计生中心小组长这一“网

底”， 除了服务好在家的计生对象，南
县还为6万多名外出务工的已婚育龄
妇女建立了信息档案。今年2月，在广
东务工的三仙湖镇长虹村计生对象小
袁回家过年时， 计生中心小组长练红
缨得知她遇到困难， 为她争取了3000
元困难补助金，并与镇、村计生干部一
起上门， 为她提供计生方面的指导与
服务。

南县计生中心小组长集宣传员、信
息员、监督员、服务员于一身，筑牢了计
生工作基石。去年来，该县共免费发放
各类人口计生宣传资料32万余份；计生
法定奖励政策对象确认准确率、政策落
实率均达100%； 为计生特困户发放困
难救济金、子女助学金等500多万元；为
4.6万户独生子女户、农村两女户、计生
手术并发症对象解决了低保。 据了解，
该县已连续9年被评为全国计划生育优
质服务先进县。

8月1日，双
峰县井字镇观
祖村，村民在晾
晒 玉 米 棒 。 目
前，该县21万亩
玉米进入收获
期，农民趁着晴
好天气抢收抢
晒。

李建新 摄

资金“活水奔涌”稳增长
湘潭上半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22.22％，支出进度位居全省前列

南县在村（社区）选配计生工作中心小组长
织牢“计生网底”保国策

“烤烟秆也能卖钱”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乐水旺 周全力

“想不到，今年烤烟秆也能卖钱了！再也不用为烤烟秆、废
弃烟叶放着占地方，焚烧又污染环境怨声四起而犯愁了。”8月
2日一大早，宁远县柏家坪镇黄泥坝村种烟大户黄龙山，把一
车烤烟秆送到该县左坝烟农专业合作社设在镇的收购点，数
着到手的钞票，高兴地对记者说。

今年，黄龙山种烟110亩，卖给合作社烤烟秆65吨、废弃烟
叶1050公斤，收入3.35万元。而去年，他把烤烟秆、废弃烟叶焚
烧处理，不小心把旁边田里种植的玉米烤焦了，好说歹说，还
赔了600元。

该镇林里坊村烟农李光平接过话茬：“今年， 合作社以烤
烟秆0.5元/公斤、废弃烟叶1元/公斤的价格大量收购烤烟秆和
废弃烟叶。每亩烤烟田多了300多元的收入。”李光平今年种烟
80亩，仅此一项同比去年增收2.4万余元。

原来， 不久前该县左坝烟农专业合作社筹资35万元引进
一套生化处理制肥生产线，利用烤烟秆和废弃烟叶，按有机肥
料新行业标准（NY525—2012） 进行配方， 通过原料粉碎、
110℃高温消毒杀菌、发酵分解除臭、净化浓缩等程序，制成功
有机肥料，实现资源的高效再利用。

合作社会计唐玲凤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左坝烟农专业合
作社有种烤烟户390户，种植烤烟面积1.1万亩。每亩烟田剩下
烤烟秆600-750公斤、废弃烟叶10-15公斤。仅此一项为烟农
增收340万元以上。”

记者在基层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5年 8月 2日

第 20152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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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5 1040 102440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957 173 338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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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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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12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625139856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3
二等奖 94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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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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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微心愿”成真
通讯员 邓泺

“给爸爸买条新领带”、“给家里添台电风扇”、“想去电影院
看一场电影”……一张张彩色小卡片上，写满了困难家庭的小小
心愿。自7月初“微心愿”征集活动开始，到7月底，株洲市荷塘区
各党代表工作室已征集“微心愿”800余个。这些“微心愿”在一
批党代表帮助下，正在变成现实。目前，全区已有413个“微心愿”
被贴上了认领标签，301个“微心愿”圆满实现。

每月8日、9日是荷塘区“党代表工作日”。7月“党代表工作
日”，省党代表、株洲市委副书记阳卫国如约来到袁家湾党代表工
作室。居民向他反映了小区没有减速带存在安全隐患、散户区没
有路灯出行不便、党员学习读物少等问题。阳卫国详细记下，并将
情况及时反馈给市交警支队、市灯饰管理处、区委组织部。很快，
减速带和路灯安装方案出台，50本党建读物也送到了社区。

省党代表、株洲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统战部长彭爱华已3次
到西子社区党代表工作室，社区居民亲切地称她“彭代表”。“彭
代表”不仅带头送爱心，还动员号召10余名市委组织部干部共
同认领“微心愿”。

通讯员

（紧接1版②）一位居民告诉记者，这些违
建仓库面积普遍在1000至1500平方米，
月租金每平方米在15元至20元间， 一年
下来，坐在家里可收10多万元租金。

牵涉到利益的工作最难做， 但为了
城市品质提升，为了群众利益，必须做，
只能做！在此次大拆违中，长沙城管、国
土、规划、住建、法制办等部门密切配合，
对每一栋违法建筑依法认定、依法告知、
依法拆除。

4月7日，3场拆违听证会同时在芙蓉
区举行，会场分别设在马坡岭街道、东湖
街道和东岸乡。“没有批文但有农业补助
算违法建筑吗”、“没有手续可以现在补
办吗” ……芙蓉区按照依法行政的要求
举行听证会，确保当事人合法利益，畅通
群众和政府沟通的渠道， 成为拆违有效
突破口。

雨花区对大面积违法建筑拆除，实
施“11步工作法”，即分层动员、广泛宣
传、公告拍照、编号申报、无主认定、督搬
督拆、组织清场等，每一步既落实到户，
又明确推进时间， 并聘请30名专业律师
下到项目点， 开展无偿法律咨询和纠纷
调解，有效破解了过去“要快稳不了、要
稳快不了”的困境。

至7月26日，长沙市累计拆除违法建
设710.13万平方米， 完成年度任务的
68.18%， 其中95%以上为居民自拆或助
拆。

美了环境，鼓了荷包

为了抢摊位，天还没亮，长沙市岳麓
区岳麓街道左家垅菜市场就吵开了，污
水横流，垃圾遍地。这是今年3月，记者在
现场看到的一幕。

这个临时菜场是由原村集体锅炉厂
变更而来，没有任何国土、规划等报建手
续，就这么超负荷运转10余年，是困扰附
近居民的污染源。 岳麓区狠下决心，5月
拆除，6月平整土地；7月， 一个设计3层、
面积1.2万平方米的新市场已上规划图。
岳麓街道负责人介绍， 新市场预计今年
12月开张，可容纳1000多经营户，将成
为长沙市河西最大的农贸市场， 可解决
周边10万居民生活需要。

拆违行动伊始，省委常委、长沙市委
书记易炼红提出：“拆违控违是为公共利
益而战，要让人民群众真正看到变化、得
到实惠。”按照“拆除一片、清理一片、美
化一片”的要求，在违建废墟上，现代化
农贸市场、商场、公园、停车场等拔地而
起。

开福区沙坪街道拆除沿街的违建旧

货市场， 兴建了7个家门口的“农民公
园”；天心区桂花坪街道拆违造绿，让居
民的门面租金翻倍……长沙市民的家园
变得更干净，生活更便捷。

“四增两减”，城市更美

按照“增加公共绿地、公共空间、配
套设施、 支路网密度， 减少居住人口密
度，减少开发强度”的“四增两减”要求，
长沙市将拆违还路、拆违治脏、拆违
改造、拆违增绿、拆违添景等有机结
合，促进城市品质不断提升。

以前，湘江旁违建集中，杂草丛
生，水泥块躺满河道旁。开展拆违行
动后， 天心区将湘江南路打造为集
休闲、娱乐、锻炼于一体的特色滨水
休闲公园，湘江两岸江水清澈，原生

植被铺满河滩。
长沙县不仅拆除县委县政府围墙，

使机关大院“融入”一街之隔的星沙文
化广场， 还将一块6.1万平方米的围而
未建地块，建成临时性足球场，免费向

市民开放。
在违法建设倒地的空地上建起一

座座公园、 一个个停车场、 一块块绿
地， 让宝贵的公共资源重新回到公众
手中。今年上半年，长沙市共建绿化项
目193个， 新增绿地约4400多平方米。
下一阶段，将做到“拆除一片、清理一
片、 美化一片”， 让拆违成果更好惠及
民生。

拆违促城市蝶变

（上接1版①）
4月份，戴长春带着施工队进驻树溪

村着手电网改造施工。
然而，在这深山中立杆架线，难度远

非山外能比。 树溪村需新立的240基水泥
电杆中，有180余基翻山越岭，全部靠人工
抬运。

望山跑死马！最艰难的一次，杆位离
公路直线距离不到300米， 却要绕过一
个近5公里的山坳。10多名施工队员，花
了两天才把电杆抬到位。

最难， 也得干！3个多月过去了，240
基电杆已有过半立到了杆位。

“30年啦，这些木电杆终于换了！”伍
石奎拍拍路边一根黢黑的木电杆， 又望
望山野间那些立好的电杆，满脸欢喜。

戴长春介绍，到10月份，树溪村的农
网改造工程将全部竣工。届时，村里将新
建10千伏线路1.3万米， 新增变电容量
170千伏安， 能彻底满足村民的用电需
求。

陈永刚

违法建筑， 就是未经法律许可的
私搭乱建。 它们多数是用来 “以房生
财”的。由于有利可图，拆除起来也就
格外难。

再难，也要拆！因为这是群众的呼
声、 公共利益的保证、 城市发展的需
要。 省委常委、 长沙市委书记易炼红

说，人民群众对拆违呼声强烈，哪怕困
难再多、阻力再大，我们也要干，而且
要干好、干成！

目前，长沙市拆违工作进展顺利，
成效显著。但是，难啃的骨头总是在后
头。下一阶段，长沙市将继续以铁的手
段、铁的魄力，对违法建筑一拆到底，
并建立起控违长效机制，实现“宜居宜
业、精致精美、人见人爱”的目标。

■短评

一拆到底，期待全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