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22日，王利民在观赏七彩宝石花。 杨坚 摄

湖南日报10月24日讯 （通讯
员 蔡泽国 记者 陈勇）近日，南县
殡仪馆整体搬迁至该县荷花集镇，
集殡仪、火化、骨灰寄存、陵园等功
能于一体的新丧葬设施， 推动南县
殡葬改革朝着生态、环保、绿色、科
技方向发展。

南县地处洞庭湖区， 县委、县

政府高度重视殡葬改革工作，先后
出台了《南县2016年-2020年殡葬
事业发展规划》《关于建立南县殡
葬改革和管理工作部门联系会议
制度的通知》等，逐步建立起政府
负责、部门协同、社会参与、法治保
障的现代殡葬治理体系。 同时，加
大了基本殡葬公共服务惠民奖补

力度， 规定从今年10月1日起，对
符合条件的全县城乡居民，在办理
丧事活动中所产生的基本殡葬公
共服务费用给予免除；对于选择骨
灰江葬、撒散、节地或选择深埋不
留坟头，花葬、树葬、壁葬、草坪葬
等节地葬式的， 给予500-1000元
不等的补助。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邓永松

10月22日晚8时， 由沅陵县总工
会组织、沅陵流动党员广东佛山党支
部协办的慰问外出务工人员演出《你
在他乡还好吗》专场，在佛山德锐户
外家具公司举行。

“你在他乡还好吗？”“好！很好！
非常好！”……激昂的问答，伴着欢快
的歌舞， 一波一波滚烫的乡情乡音，
感动在场5000名沅陵老乡。

节目突出沅陵元素，以家乡为主
题，有歌曲《我家就在沅陵住》、舞蹈
《真的好想你》、打点子《龙凤呈祥》、
阳戏《胡大回门》、群口词《欢迎你到
沅陵来》等，场面宏大，乡情浓郁。“南
下创业23年没回过家，看到来慰问的
家乡亲人，听到儿时熟悉的歌，感到
非常亲切。” 沅陵流动党员广东佛山
党支部书记舒卯生激动地说。

“游子心头事，悠悠故乡情”“离
家不离党，流动不流浪”……演出现
场，一排排条幅表达了在佛山打工的

3万多沅陵人心声。
沅陵县委书记钦代寿当晚通过

视频向全体在广东打工的沅陵人表
达亲切问候， 希望大家团结协作，勇
于创业，积极投身家乡建设。县委常
委、 统战部部长金建平来到演出现
场，为沅陵儿女鼓劲加油。

在当天召开的沅陵在粤创业就
业座谈会上，20多位沅陵创业成功人
士代表从深圳、珠海、东莞等地聚集
佛山，共议家乡发展大计。

德锐户外家具公司总经理谢叶松
说：“家乡发展离不开在外打拼的创业
者，一定会积极牵线搭桥，回乡创业。”

责任编辑 吴晓华 版式编辑 刘铮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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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0月24日讯 （徐德荣
符小勇 肖振华）“现在办理不动产登
记和领证，有时比法定时限提前10多
天，又方便又快。”10月19日，衡阳市
珠晖区居民阳女士在该市不动产登
记中心办理二手房过户时，对这里高
效便捷的服务很满意。

据了解，今年6月28日起，衡阳市
中心城区开展不动产登记工作。为了
让群众少跑腿，该市成立不动产登记
中心，下设11个科室，集中承办市本
级土地、房屋、林地等不动产登记、发
证工作。精简审批、交易、登记等环
节，整合国土、住建、林业、农业等部
门的不动产登记职责和房屋二级市
场的交易管理职责，推动不动产交易

管理信息共享、工作衔接。为提高办
理效率，该市还在市政务中心开设70
余个不动产登记业务办理窗口，并实
行一个窗口、一站式办结。同时，组织
专家， 对100余名工作人员开展设备
操作、不动产登记法律法规、业务实
务等培训，提高其业务素质，确保不
动产登记工作提速提效。

今年9月， 衡阳市还投入400余
万元，在全省率先建立房地一体基础
数据库， 加强基础数据整合工作，展
开房屋、土地、林权登记等数据
收集与更新工作， 为房屋“落
宗” 提供便利。“以前一套房屋
‘落宗’，从定位、建表到制图至
少要2个小时，现在打开房地一

体数据库，几分钟就能完成。”衡阳市
国土资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衡阳市不动产登记办理时
限由法定30天缩短至15天以内，办结
率由42%提高到了91.3%。 为进一步
提高不动产登记办理效率，该市正陆
续推出一系列便民举措，如设立批量
业务窗口、开通二手房合同网签和资
金监管系统、 开通微信和短信平台
等，为群众提供上门、延时、信息通知
等服务。

湖南日报10月24日讯 （记者 邹
仪 通讯员 李先志 ）“这些文明劝导
员， 不管雨天晴天都在路上执勤，真
是好样的。难怪现在大家出行、做生
意摆摊的都越来越讲规矩了，县城也
比以前干净整洁多了……”10月19
日，蓝山县湘粤路过往的车辆司机和
人群， 目睹文明劝导员身着马甲、冒
雨坚守在岗位，都纷纷点赞。

今年来，蓝山县吹响了创建省级
文明县城的“冲锋号”，一方面提高全
县居民的文明素质，一方面加大了城
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软”“硬”并
进，让百姓真切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

变化。
蓝山通过宣传车、电视和网站专

题专栏，向社会发布市民文明公约，传
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并将创建省
级文明县城宣传活动进商铺、进机关、
进学校、进社区、进农村，吸引群众关
注并积极参与。 通过评选感动蓝山人
物、最美家庭、最美金婚夫妇、“十佳文
明”等典型来传播正能量。同时，广泛
开展“保护母亲河，让候鸟飞翔”等公
益活动，提升了市民的文明素质。

蓝山在加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上下功夫， 提高老百姓的生活质量。
先后提质改造主次街道、背街小巷75

条，计43公里。加强城市绿化，推进街
心添绿、城边造绿和庭院护绿，全县
新增绿化面积152公顷， 城区绿化率
达40.2%。实施城市亮化，更新改造路
灯3500余盏，科学布设主要街道霓虹
灯。城区街道白天绿意盎然，夜晚灯
光璀璨。同时，蓝山大力改造城区破
损广告牌、房屋立面，清理城市“牛皮
癣”，城市管理秩序有了根本好转。

“要以‘钉钉子’的精神推进创建
工作的开展， 确保创建取得实效，让
百姓真正提升幸福感。” 蓝山县委书
记秦志军在创建省级文明县城工作
调度推进会上铿锵有力地说。

不动产登记高效便捷

创文明城市“软”“硬”并施 湖南日报10月24日讯 （记者
邹仪 唐善理 通讯员 尹健 ) 深秋
的道县， 一股股项目建设的热浪扑
面而来：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成功
获批，永州南部驾考中心、食品安全
检验检测中心等重大项目顺利落
户；湘源大道、长征路等骨干路网提
质改造有序推进， 道州碧桂园、
“135”工程创新创业园标准厂房等
项目快马加鞭； 凯新鞋业等园区企
业生产忙碌。

10月22日，道县县委书记刘勇
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通过新一

届县委领导班子和全县80万人民
今后5年的努力，道县将加快建设湘
粤桂结合部区域重要城市和永州次
中心， 努力全面建成品质活力小康
新道州。

据介绍，道县将精准发力，深度
用力,重点推动洛湛铁路永贺段客运
专线、衡道高速、通用机场等重大工
程早日动工兴建，全力争取桂郴赣铁
路、呼南通道、呼海通道等重大交通
干线过境道县，实施道州火车站扩改
建工程。立足撤县建市，积极实施道
县至周边县区的快速通道建设，建设

永州南部客运货运中心。全面升级畅
通县乡交通网络，加速主要景区景点
对接高速公路、国道、省道连接线和
互联互通建设。注重宜居提升，加快
建设智慧生态新城。加速城西、城东、
城中、城北、城南五大城市功能分区
建设，形成特色鲜明、功能完善、产业
发达、路网健全、宜居宜业的智慧生
态城市新区。 全力推进国家卫生县
城、省级文明县城、省级园林县城、省
级历史文化名城创建。 力争到2020
年， 县城建成区面积达到28平方公
里，常住人口达到28万。

迎接党代会 建设新湖南
———县市区新气象

湖南日报10月24日讯（记者 徐
德荣 通讯员 李爱成）10月20日，记
者在耒阳市经济开发区看到， 新达
微科技公司二期项目工地一派繁
忙。为了年底能顺利投产，工人们在
加班加点进行地面硬化、厂区绿化。

新达微是耒阳引进的一家拥有
50多项发明专利的高科技企业，主
要从事高精密轴承、 先进轨道交通
装备关键零部件生产， 二期项目总
投资达5亿元，投产后年产值可达6
亿元以上。

8月底召开的耒阳市第十二次

党代会提出，未来5年，全市主要经
济指标要实现总量、增量、均量、质
量四量齐升， 经济实力跻身全省五
强，GDP年均增长9%。 市委书记彭
玉明表示，将加快赶超发展步伐，着
力做强产业支柱、做大民营经济、做
活商贸流通、做旺旅游市场，形成多
点支撑发展格局， 打造湘南副中心
城市，重回全省“第一方阵”。

据介绍，耒阳市今后将重点培育
4个经济增长点，即工业、农业、商贸、
旅游。 以园区建设和技术创新为龙
头，改造煤炭、电力、化工等传统产

业，培育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健康
等新兴工业，实现规模工业增加值年
均增长8%以上。以培植壮大骨干企业
和打造农业产业园为龙头， 带动红
薯、油茶、南竹、油菜、茶叶等特色农
业产业规模化、工业化、品牌化发展。
依托良好的区位及交通、 物流基础，
以县乡流通再造项目建设为龙头，带
动中心城区和各集镇服务网点建设，
打造湘南现代商贸物流中心。以蔡伦
竹海、 耒水国家湿地公园开发为龙
头，创优“千年古县、蔡伦故里”品牌，
做旺旅游市场，打造文化旅游胜地。

力争重回全省区域经济发展“第一方阵”
耒阳重点培育4个经济增长点

道县全面建设品质活力新道州
力争5年后县城面积达到28平方公里，常住人口28万

“你在他乡还好吗”

南县多举措推进殡葬改革
免除基本殡葬公共服务费用

湖南日报10月24日讯（记者 徐亚
平）10月21日10时许，平江县余坪镇张
市中学部分学生陆续出现发热、 头晕、
呕吐、腹泻等不同程度的症状，余坪镇
党委政府第一时间组织将患者送往县
一人民医院等医疗机构治疗。截止23日
16时30分，共收治、留观学生311人，经
省、市、县疾控部门根据国家标准已经
确诊细菌性痢疾4例， 其余收治学生的

采样标本正在进行实验室检测。 今天，
部分学生已陆续出院，其他收治、留观
的学生情况稳定， 学生和家长情绪平
稳；相关调查处置工作正在进行中。

接到学生病情报告后，岳阳市委、
市政府主要领导和平江县委、 县政府
高度重视，明确要求“全力诊疗，查明
原因，举一反三，确保学生生命安全万
无一失”。23日， 岳阳市副市长李为率

市卫计、疾控、卫生监督和教育、市场
质量监管等部门负责人现场调度、部
署，传达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指示精
神，要求平江县委、县政府全力诊疗、
强化防控、确保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平
江县政府已组成联合调查组， 并在全
县所有学校开展消毒防疫工作。

22日上午，省、市疾控中心专家
组现场指导防控，通过调查、采样检
测，判定此次学生病情系学校饮用水
水源被污染所致，主要为宋内氏志贺
氏菌引起的痢疾（俗称“拉肚子”）。

平江张市中学部分学生感染痢疾
岳阳市副市长率队现场调度 部分学生陆续出院

衡阳市

蓝山县

湖南日报10月24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廖红华） 今天，记
者从永州市水利局获悉， 国家水利
部近日发布全国重要饮用水水源地
名录，永州市冷水滩区湘江水源地、
零陵区潇水水源地、 祁阳县湘江水
源地、 道县潇水水源地等4处水源

地， 成功晋级全国重要饮用水水源
地。

近年来， 永州市认真落实省里
湘江保护与治理工作要求， 健全了
饮用水水源地监测监控体系， 建立
了安全保障机制和风险应对预案。
通过采取水资源调度、环境治理、生

态修复等综合措施， 保障了饮用水
水源地水量和水质要求。 实施监测
的46个水功能区水质全部合格，其
中Ⅰ、Ⅱ类水超过97%。全市12个重
要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在Ⅱ类水以
上，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
率100%。

永州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100%达标

湖南日报10月24日讯 (记者 蒋
剑平 戴勤 通讯员 杨坚) 10月24日
上午，一批地质专家和香港客人慕名
走进新宁县峎山世界自然遗产地“丛
林猎人宝石矿物博物馆”， 见到了价
值连城的稀世珍宝———七彩宝石花。
“像这种文石晶簇， 我是第一次见
到。”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
所副研究员、矿物学博士、和氏璧之
谜破译者王春云博士惊叹道。

据王春云介绍， 七彩宝石花，是
晶洞里含碳和其他矿物质的热液沉
积的产物， 形成温度大约在200摄氏
度左右。由于晶洞大小不一，形态各
异， 矿洞中形成的晶体也是千姿百
态。经过数千万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生
长，最终融合在一起形成了这个旷世
奇宝。这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绝无仅
有的七彩宝石花，价值上亿元。

宝石收藏者王利民是新宁县安山
乡正田村一个普通农民，常年在外务工。
2010年8月， 他在云贵高原发现一个含
铜、铁、钙、锌、砷等元素铁矿矿井有大量
稀有彩色文石等矿晶。他取得了采矿权，
并进行了开采。2012年10月， 王利民回
故乡创办了丛林猎人宝石矿物博物馆。

千秋万岁宝“屈尊”农大哥
七彩宝石花价值上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