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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7月17日讯（记者 陈昂昂）站
在常吉高速沅陵观景台远眺，美丽的沅江像
一条玉带从眼前飘过，蓝天白云之下青山如
黛，让人倍觉心旷神怡。殊不知，20多天前，
这里还是垃圾遍地，臭气扑鼻。直到一名省
政协委员提交了一份微建议，此处蒙尘的沅
江风光才重新焕发出往日光彩。

6月27日，省政协委员、省旅游发展委
员会副主任王超祥途经常吉高速沅陵段，临
时在观景台停靠休息。他发现，观景台靠河
边斜坡上有大量的塑料袋、泡沫箱、包装纸、
瓜果皮等垃圾，“一边是美丽的沅江风光，一
边垃圾遍野恶臭扑鼻，强烈的反差令人十分
感慨。”于是，王超祥通过政协云平台微建议
栏目提交了微建议《常吉高速沅陵境内沅水
观景台垃圾遍地亟待整改》和现场照片。

6月28日，政协云平台工作人员将该微
建议转交给沅陵县政协，引起了沅陵县政协

高度重视，立即将该微建议交给该县综治办
（线路办）、盘古乡政府共同办理。县综治办
收到微建议后，于6月29日组织县高速交警
大队、县高速路政大队、盘古乡政府、盘古乡
派出所就落实微建议进行专题研究，确定盘
古乡政府每年列支2万元， 下拨到观景台所
在的村委会，落实专人管理维护观景台的卫
生等，县高速交警大队等单位负责长期跟踪
管理。

7月2日至3日， 上述4家单位到观景台
附近村组发放通知，联合对观景台进行了大
清理，彻底改变了此地脏、乱、差的现象。

“此次微建议办得快、办得好，彰显了政
协云在省市县三级政协履职中的联动作
用。”沅陵县政协副主席杨德信说，沅陵县政
协非常重视微建议工作，今年5月，县政协出
台了《沅陵县政协微建议工作办法》，将微建
议工作纳为绩效考核内容之一。

通讯员 陶嫦娥 湖南日报记者 王文隆

“这桩压在我心底多年的心事终于了
结。”7月16日， 说起几天前拿回赔偿款的情
景，李阳霞长长地嘘了一口气。

一次意外事故，让浏阳市关口街道金桥
村八房组的李阳霞右手受到重创，从此落下
了五级伤残。十多年过去了，看着“发霉”的
《民事判决书》，迟迟未收到赔偿款又找不到
被告的李阳霞， 几乎不再抱有任何希望。没
想到，一次精准扶贫走访，让他拿到了所有
的赔偿款。

今年6月上旬， 关口街道工委书记朱永
建来到精准扶贫户李阳霞家中走访。在初步
了解他的家庭情况后，朱永建询问他，有什
么困难或者需要帮助的地方。李阳霞沉吟了
半天，说出了自己的一段伤心往事。

2001年，李阳霞被袁某聘请为车工，在
一次生产中出现安全事故， 导致多处骨折，
经法医鉴定为五级伤残。事故发生后，经调
解，双方就医药费及伤残补助费达成调解协
议。

事情过去了两年，对方并没有按协议在
2003年中秋节前付清赔偿。2004年，李阳霞
经过民事诉讼，请求浏阳市人民法院强制执
行。然而，对方也仅给付了2000余元，剩下
的44980元一直没有赔偿到位。

正是因为这一次事故，给李阳霞的身心
造成了不小的伤害，家庭也因为他的伤残导
致贫困。十余年来，他苦于寻找不到对方，几
乎要放弃这笔赔偿，但心里又有所不甘。

听到李阳霞的诉求后，朱永建立即联系
街道综治办、司法所，要求工作人员尽力帮
助他解决这件事。

接到任务后，综治办、
司法所组织人员， 多方打

听袁某的住址， 了解他近年来的经济情况。
同时， 积极与浏阳市人民法院执行局对接。
执行局听说此案后，高度重视，经过多方努
力，终于联系上了被告袁某。

7月4日上午， 浏阳市人民法院执行局、
关口街道司法所、金桥村村委会及当事人双
方、律师再次进行协商。多番劝说后，达成了
执行44980元的承诺书，同时，被告方配偶
另给予李阳霞困难救济金5020元， 以表达
多年未赔偿到位的歉意， 两笔款项共计5万
元承诺10天内全部到位。

7月12日上午， 被告方配偶主动联系执
行局，要履行赔偿承诺。下午，李阳霞走进了
市人民法院，刚在调解室坐下，对方便送来
了5万元赔偿款。

“除了感动，还有感激。”李阳霞不停地
称谢，“如果不是街道办事处、司法所、村委
会，还有法院的领导及工作人员，这笔钱不
可能这么快执行到位。”

一条微建议，还一处靓丽江景

湖南日报7月17日讯(记者 王文）据长
沙市住建委消息，7月9日至7月13日，长沙市
在限购区域内共批准预售项目9个， 预售面
积33.91万平方米，共4499套新建商品住房。

长沙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上周，
该市限购区域内共有10个新建商品住房项

目开盘，其中摇号销售楼盘8个，不摇号销
售楼盘2个。目前，摇号销售楼盘中签率均
达到66.7%以上， 随着市场供应持续增加，
管控力度逐步加大， 消费者购房行为趋向
理性， 长沙市房地产市场秩序将进一步平
稳健康。

长沙市限购区域内
上周4499套新建商品住房入市销售

湖南日报记者 白培生 颜石敦
通讯员 刘从武

7月中旬， 记者来到湘粤边界宜章县白
石渡镇， 探访2014年我省实施省际边界口
子镇专项建设以来这里发生的变化。

白石渡镇总面积58平方公里，现有人口
1.3万余人，是交通要镇、工业老镇、文化名
镇、湘粤赣3省7县物资集散地。湘粤骡马古
道、湘粤公路、粤汉铁路、京广铁路等在该镇
穿越而过，其区位优势正如民间所言：“千条
路万条路，当不得白石渡。”

“挑盐上州九十里大路到郴州，吃郴州的
豆腐喝白石渡的酒，初一唱戏到十五。”说起
明清时期白石渡的繁华，当地居民一脸自豪。

然而，上世纪80年代末，京广铁路白石渡
客货运站东移，导致客运量急剧下降。上世纪
90年代末，白石渡停止所有客运列车停靠。

“由此，资金外流、企业转制破产、工人
下岗，镇域经济步入低迷，发展步伐明显放
缓。” 白石渡镇白石渡村党支部书记邝卫华
回忆起那段萧条期神情黯然。

是就此沉沦，还是奋起直追？
宜章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白石渡镇

党委书记肖雪莲告诉记者，他们抢抓省际边
界口子镇专项建设难得的机遇，推进“产城

融合”，发展新型工业、铁路物流、休闲旅游
等，振兴之战就此打响。

该镇在完善水电路等基础设施的同时，
开展街面改造、环境整治，建设公园广场、农
贸市场……镇区净了、绿了、亮了、美了。目
前，全镇100%的行政村通水泥路，通信网络
覆盖率100%，与以前相比人们生活更便捷、
生产更高效。

漫步白石渡人民广场，只见这里的景观
墙、镜面水景等独具特色，一群大妈跳着欢
快的广场舞，一个个笑靥如花。广场一年四
季花团锦簇，已成为该镇的一张亮丽名片。

白石渡综合大市场则是另外一番景象：
一辆辆小货车来来往往， 一排排店铺里商品
琳琅满目，操着粤赣口音的客商摩肩接踵。

振兴离不开产业支撑。白石渡镇充分发挥
区位、矿产资源等优势，引进中化集团打造湖南
首个年产值过100亿元的氟化学工业集中区。

该镇大力推进“湘粤合作”，与广东乐昌
市坪石镇火力发电厂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 将发电厂蒸汽管道铺设至氟化工集中
区，实现节能、环保、互惠互利。目前，氟化工
集中区还在建设铁路物流园。

这个氟化学工业集中区， 以氟化工、新
材料和有色金属精深加工为主，吸引大批企
业在此安营扎寨。 现建成投产的有弘源化

工、蒙源精细化工、沣海科技，还有中贵新能
源、中化氟源新料、裕丰源等8家企业正在建
设，初步形成了以氟化铝为主，多种氟化盐
联产体系和废渣综合利用循环体系。

步入弘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就像来到
一个公园，这里鸟语花香、绿树成荫，车间
里，工人们熟练地操作着机器进行生产。

该公司拥有国内第一条应用低品位超
细萤石粉生产氟化铝生产线，还有萤石干燥
生产线、多品种氟化盐生产线等，氟化铝国
内市场占有率名列前三。

在蒙源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生产经营也
一派红火。该公司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
体，共有15条生产线，吸纳近200人就业，产
品畅销亚洲、欧洲众多国家。

白石渡镇还充分挖掘八角寨丹霞地貌
自然风光带、 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旧址、
粤汉铁路遗址等资源，打造全域旅游胜地。

杨柳水生态农庄杨柳依依，清澈的水库
周边已建成杨梅园、小水果园、养殖场，修好
了游步道。游客在这里可以垂钓、采摘果蔬、
观光就餐，停车场停满了挂着湘粤赣牌照的
小轿车，果园里、池塘边不时传来欢声笑语。

产业兴则经济兴。今年上半年，白石渡
镇完成地区生产总值2.5亿元， 同比增长
19.4%，完成财政收入3612万元。

拖欠十余年的赔偿款执行到位了

打击非法采矿
7月17日，桂阳县雷坪镇，工作人员在拆除非法采矿的摇床。最近，桂阳县开展非法采矿

清查整治行动，对重点区域、重点矿山进行“地毯式”滚动排查，取缔非法采矿点10个，有效地
打击了非法采矿行为。 欧阳常海 李政 摄影报道

走笔边界口子镇 三省通衢 有容乃大
———宜章县白石渡镇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