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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底 湘潭 株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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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首

湘潭市 雷阵雨转阵雨 �������
株洲市 雷阵雨 �������
永州市 阵雨 �������

其他城市天气预报
张家界 多云 �������
岳阳市 晴 �������

吉首市 多云转阵雨 �������
常德市 雷阵雨转多云 �������
益阳市 多云 �������

怀化市 阵雨转中雨 �������
娄底市 晴转多云 �������
邵阳市 阵雨 �������

衡阳市 多云 �������
郴州市 阵雨转多云 �������

长沙地区天气预报
今天到明天�小雨
南风 ��� 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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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报�月�日讯 �记者 柳德新
通讯员 彭腾福 杨兵� 芷江侗族自
治县禾梨坳乡的�个村实施农业综合
开发后� 现在一组组灌溉渠道 �直
如线� 弯如月� 平如镜� 硬如铁 ��
一条条机耕路纵横交错� 还有那一
个个沼气池� 一口口深水井��无
不彰显着农村新景象� 这是芷江加
快建设侗乡新农村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 � 该县坚持高起点 � 高

质量� 高效益� 加快农业综合开发
步伐� 县里成立了农业综合开发工
作领导小组� 形成农业综合开发办
牵头� 其他涉农部门密切配合的工
作机制 � 在项目设计 � 财务管理 �
科技推广 � 农民培训 � 植树造林 �
沼气建设等方面通力合作� 并建立
项目招投标制� 在施工过程中 � 不
仅聘请监理公司� 还邀请项目区所
在地的乡人大代表� 村支书 � 村委

会主任及部分群众随时监督检查工
程质量� 县农业综合开发办对每个
工程管理人员实行 �定岗定责 � 的
管理模式 � 严格执行质量奖惩制
度�

在开发过程中 � 该县坚持以改
善农业生产条件和治理生态环境为
主要目标� 对项目区的山� 水� 田�
林� 路进行综合治理� 加快推进新
农村建设� 近�年� 该县在��多个行

政村实施农业综合开发� 完成中低
产田改造面积����万亩 � 修建拦河
坝及小型水库��座� 衬砌渠道���公
里� 多数田土集中连片的项目区已
建成 �渠相通� 路相连� 排灌自流�
旱涝保收� 的稳产高产农田 � 还推
广了频振式诱蛾灯杀虫� 病虫草鼠
综合防治等先进技术 � 经专家验
收� 项目区新增粮食生产能力��万
吨�

� � � �本报�月�日讯 �记者 王晴 通
讯员 贺建新 夏新田 � 刚刚出院的
岳阳市医保患者王仕香今天高兴地
对记者说� �要不是驻院代表帮我
审核住院费用� 多花了钱我根本不
知道� 驻院代表制度真是好��

王仕香前不久因病住进市内一
家定点医院 � 出院回家的第二天 �
市医保处就打来电话� 让她到医院

领取自己多交的���元钱� 事后她才
知道� 是市医保处的驻院代表在审
核她的出院结算单时发现医院多收
了她的医疗费�

岳阳市医疗生育保险处在以往
对医保基金的管理中发现� 一些医
疗单位存在乱检查� 滥用药 � 过度
治疗等问题� 这样既多花了医保金�
也使参保患者的自付费用居高不下�

为此� 该处从去年�月开始� 一改过
去的 �坐堂审核 �� 主动将监管前
移� 向所有医疗定点单位派出驻院
代表� 负责每日查房� 询问参保患
者的治疗情况� 帮助患者办理入出
院手续� 市内某医院与一些参保人
员串通 � 制造虚假住院手续骗取
医保费用 � 被驻院代表现场揭穿 �
市医疗生育保险处顶住压力坚决

取消了该医院的定点资格 � 一年
多来 � 驻院代表对全市定点医院
核对在院参保患者 ���万余人次 �
查处各类医保违规行为 ���人次 �
拒付定点医疗单位违规费用 ���万
元 � 并使参保患者年自付费用部
分减少支出 ��万元 � 自付费用比
例由一年前的 ���下降到现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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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月�日讯 �记者 李茁 通
讯员 孔奕� 记者今天从长沙市交警
部门获悉�长沙银盆岭大桥 �湘江二
桥� 从�月�日零时起至�月��日进行
维修�维修期间�交警部门将对相关
路段实施交通限制�

具体限制措施如下� ����年�月
�日零时起至当天�时止� 对湘江银
盆岭大桥南半幅实行限制交通措施�
禁止一切机动车由西往东通行� 行
经该路段的车辆请绕行三�矶大桥�
猴子石大桥� ����年�月�日零时起
至当天�时止� 对湘江银盆岭大桥东

引桥实行限制交通措施� 禁止一切
机动车通行� 行经该路段的车辆请
绕行湘江大道� 华夏路� ����年�月
�日零时起至当日�时止� 对湘江银
盆岭大桥北半幅实行限制交通措施�
禁止一切机动车由东往西通行� 行
经该路段的车辆请绕行三�矶大桥�
猴子石大桥� ����年�月��日起至�
月��日� 每日零时至�时� 银盆岭大
桥及东引桥允许机动车双向通行 �
但在施工的半幅路段仅保留一股车
道通行 � 请过往驾驶员谨慎驾驶 �
减速慢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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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月�日讯 �记者 段涵敏�每
年�月�日至�日是世界母乳喂养宣传
周�今天�全省孕妇学校的教学骨干齐
聚长沙� 举行讲课比赛� 宣传母乳喂
养�据了解�我省专职从事孕妇学校健
康教育的教师不足���名�师资队伍在
数量上和整体素质上都有待提高�

据省卫生厅相关负责人介绍�自
上世纪��年代中期开始� 全省各级妇
幼保健机构开始开展孕妇学校服务�
现已培养专业授课人员约���名�一些
大型综合医院也逐渐配备了兼职健康
教育宣讲人员� 但随着孕妇及其家人
对孕前常识� 喂养常识等的需求量不
断增大� 全省大概需要万名左右的专
业授课人员�据悉�省妇幼保健院每年
都会进行师资培训� 规范孕妇学校宣
教内容�提高宣教能力�发展和培养母
婴保健宣教人才�

� � � �本报�月�日讯 �记者 段云行
贺佳�今天上午�一个特别的迎奥运
�全国�征联大赛颁奖仪式在涟源市
安平镇举行� 颁奖典礼没有盛大的
排场�更没有重量级的嘉宾出席�却
由于云集了全国��个省 �市� 自治
区� 和港澳台的楹联爱好者创作的
千余幅迎奥运征联作品� 而骤然含
金量十足�

关于这次征联比赛的举办�其中
还有一段插曲�今年�月�正当奥运祥
云火炬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传递
时�涟源市安平镇唐家村农民吴建文

为表达对举办奥运会的喜悦之情�即
兴创作了一句�一邦兴二制�三代著
奇功�四化宏图日日新�五星旗展迎
奥运�的上联�然后开始在村里征集
下联� 涟源是�全国诗词之乡��诗词
文化底蕴深厚��户户会作词�个个能
吟诗�是对涟源人的真实写照�果然�
村民们纷纷作词来响应吴建文的征
联活动�安平镇党委�镇政府获悉后�
开始大力支持此事�在全镇开展征联
活动�该镇力达煤矿矿长陈建初更是
为这次活动提供奖金�来吸引更多诗
词作者创作迎奥运征联作品�

安平镇迎奥运征联�启事�迅速
扩散开来�走出了唐家村�走出了安
平镇� 在全国各地楹联爱好者中引
起强烈反响� 来自全国��个省�市�
自治区� 和港澳台的楹联爱好者参
加�应对 ��雪片般的征联稿件纷纷
飞向安平镇� 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共
收到楹联����幅� 经过大赛评委会
的精心评选� 来自涟源市湄江镇的
李信斌凭借�六合拱七辰�八方传圣
火�九州盛况人人乐�十面歌扬颂尧
天�的下联�成为吴建文上联的最佳
�拍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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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月�日讯�记者 徐荣�株洲
市今年上半年财政总支出为 ����亿
元�其中���直接用于改善民生�

上半年� 株洲市将最低月工资标
准上调��至���元�全市参加�新农合�
人数�市辖区卫生服务中心覆盖率�新
建城镇廉租房等� 已完成全年目标任
务�新增城镇就业人口�新建农村安居
房等�项指标�已提前实现�时间过半�
任务过半��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
生学杂费� 城市污水和生活垃圾无害
化处理率等��项指标� 已按进度完成
全年任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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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月�日讯 �记者 李军 李
光华 通讯员 王慧晶 王觉� �月�日
上午� 湘潭县易俗河经济开发区管
委会与浙湘兴业园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签订协议� 正式启动首届湘商会
最大项目浙湘兴业园建设� 项目总
投资���亿元� 分�期开发� 其中首
期投资��亿元 � 将建设博览中心 �
展示中心� 园林式五星级商务会所
等�

浙湘兴业园是易俗河经开区承
接浙商产业转移� 成功引进的一个

重大战略投资项目� 在去年�月举行
的首届湘商大会上� 易俗河经开区
管委会与浙江金华湖南商会代表签
订了合作意向协议书 � 去年��月 �
浙湘兴业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挂牌
成立� 最近� 该公司与易俗河经开
区管委会达成正式协议� 决定在湘
潭县易俗河镇天易路以南� 南二环
以北区域内� 通过合作开发� 共同
招商等形式� 打造一个集新材料开
发� 机械制造及大型物流与商务配
套设施于一体的新型产业园�

�������������
����������������

� � � �本报�月�日讯 �记者 李茁 通
讯员 欧阳浩亚 章尧� 奥运会开幕
临近� 为创造良好的高速公路交通
人文环境 � 树立湖南交警服务奥
运 � 服务群众的文明形象 � 连日
来� 省公安厅交警总队高速公路支
队开展了以 �我为奥运添光彩� 为
主题的执法服务活动�

今天上午� 常张高速公路张家

界收费站广场热闹非凡� 数十名民
警提着铁桶�拖把�抹布等工具正在
为过往车辆提供擦亮车尾等便民服
务� 民警们对一些尾灯及刹车灯损
坏�被灰尘蒙蔽�反光标识不明显的
车辆车主进行安全教育之后� 还主
动为车主清洗车牌�尾灯� 经过一天
的努力� 民警共为��多台车辆进行
了�擦亮�服务�使这些车辆以崭新

的面貌开上旅程� 高速交警还大力
开展文明执法� 对轻微交通违法行
为进行劝告�批评教育后放行�

据悉� 高速交警开展执法服务
活动期间� 每天有��台流动服务车
在全省高速公路进行救助服务� 每
台车上备有凉茶 � 解暑药 � 感冒
药� 汽车修理工具等物品 � 还有�
名高速交警随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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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月�日讯 �记者 周勇军
通讯员 李飞 贺新初��月�日� 记者
在石门县白云乡王家堰村村民张正
辉家中了解到�今年他家养猪���头�
利用猪粪产生沼气� 然后沼气代柴�
沼液种果�种菜�光靠卖猪一项收入
就达��多万元�

近些年来�石门县致力于�生态
石门�建设�把发展沼气纳入为民办
实事考核指标�全县上下积极拓展筹
资渠道� 建立了多元化的投入机制�
县财政每年安排沼气建设专项资金
��万元以上� 按每户���元的标准对
建池农户进行补贴� 自����年以来�
每年都争取国债资金���万元以上�
每户补贴���元�目前�石门农村已经

建成沼气池���万个� 三分之一的农
户用上沼气�年可节标煤���万吨�减
少���万公斤的柴薪砍伐� 相当于封
山育林��万亩�新建沼气生态农业示
范村��个�推广猪�沼�果�羊�沼�草
等沼气生态农业面积达��万亩�

沼气点亮了石门农民新生活�易
家渡镇农技站站长谌兵银家����年
投资����余元建沼气池以来�每年养
猪��头��亩柑橘园全部施用沼液肥�
挂果率提高了����亩产高达����公
斤� 果实糖度达��度� 优质果率在
���以上�成了抢手的�石门甜橘��
据测算�以每户生产生活年节支增收
����元计算�该县用上沼气的农民每
年可增收����多万元�

� � 本报�月�日讯 �通讯员 曾伯
钧� 洞口县创新思维�更新观念�积
极找准档案工作服务中心工作的结
合点和切入口�档案工作成效显著�
屡获大奖� 该县档案局是我省 �十
五� 期间唯一的县级全国档案系统
先进集体� 最近该局又被评为全县
�双文明单位��

洞口县档案工作牢固树立 �有
为有位 � 思想 � 服务 � 服从于当
地 �两个文明 � 建设 � 在高速公
路建设 � 工业园开发等重点工程
建设项目档案管理中 � 档案局派
出干部实施全程跟踪服务 � 共拍
摄建设前 � 建设中照片���张 � 收
集人居环境 � 小城镇建设 � 开发

等方面的照片����多张� 受到有关
部门高度评价 � 他们还通过来馆
查询 � 社区查询 � 现行文件中心
查询等 � 积极为政府 � 基层 � 群
众 � 社会各界提供优质高效的档
案服务 �已接待查档人员 ����人 �
调卷����卷� 为社会稳定和经济发
展提供了可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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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报�月�日讯 �记者 匡玉 通
讯员 邹玉琼� �月�日中午� 祁东县
石亭子镇罗江村农民陈勇军挑着��
多公斤鲜黄花菜� 来到黄花集团的
收购点� 每公斤卖了���元� 陈勇军
笑着告诉记者� 他家�口人� 今年仅

黄花菜一项� 收入就有�万多元�
今年风调雨顺�全国黄花菜产业

基地祁东县迎来了近��年来收成最
好的一个丰收年�为了确保黄花菜收
购� 映武黄花集团全体员工多方努
力�筹措到近���万元收购启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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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月�日讯 �记者 陶小爱 通
讯员 饶饶� 长沙市雨花区左家塘街
道工委通过推行 �小区党建� 工作模
式� 不断提升社区文明程度和群众居
住满意度� 成为长沙第一个省级基层
党建示范点��月�日�省委组织部与长
沙市委组织部负责人现场考察后�充
分肯定了这一模式�

左家塘街道所辖总面积���平方
公里�有人口��万�临街商铺就有����
余间�近年来�该街道工委通过组建小
区党的基层组织�凝聚党员力量�进而
发挥党员在小区的表率作用� 到目前
为止� 街道工委已建成��个基层党支
部� 直管党员����名� 在小区组建了
�雷锋超市�等党建品牌� 还通过整合
物管小区的党建资源�行政资源�公共
服务资源�形成资源共享机制�构建三
位一体的�小范围大党建�工作格局�
使得支部在小区建设的战斗堡垒作用
日趋明显�在全区率先实现了�亿元街
道�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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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报�月�日讯�记者 肖军 通讯
员 金述生 刘纯意�省畜牧水产局副
局长罗运泉带领畜牧专家�近日专程
来到沅陵县�与该县共同商定建立全
省首个黑猪资源场�

沅陵县是�国保�湘西黑猪产地�近

年来�该县十分重视这一地方资源的保
护�目前仅沅陵县境内的湘西牧业有限
公司� 就集中饲养湘西黑猪基础母猪
���多头�省畜牧水产局决定�在这里建
立湘西黑猪资源场�以此推动湘西黑猪
提纯复壮�繁殖�选育和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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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长沙市雨花区黎托乡长托
村党支部启动 �红色服务党员
分类教育管理�新模式�根据党
员现状�科学合理分类�整合教
育资源�加大考核力度�确保党
员教育的科学性� 创新性和长
期性� 这是他们在开展这一教
育的一个场景�

本报记者 罗新国
通讯员 徐荣 摄

�月�日�吉首市德夯苗族群众与数千游客一起共迎奥运会� 图为苗家鼓手在击鼓迎奥运� 张谨 陈庭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