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家界

常德

岳阳

益阳

长沙

怀化

邵阳

衡阳

娄底

湘潭

株洲

永州

郴州

吉首

２０10

年

4

月

13

日 星期二

湘潭市 小雨转中雨

8℃～11℃

株洲市 小到中雨

9℃～12℃

永州市 中雨

9℃～12℃

长沙市 今天到明天，阴天有小雨

北风

3～4

级

9℃～12℃

张家界 小到中雨

5℃～7℃

吉首市 中雨

6℃～8℃

常德市 小雨

6℃～9℃

益阳市 小到中雨

7℃～10℃

怀化市 小雨

6℃～8℃

娄底市 小雨

6℃～8℃

邵阳市 小到中雨

8℃～10℃

衡阳市 小到中雨

8℃～10℃

郴州市 中雨

9℃～11℃

岳阳市 小到中雨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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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4

月

12

日讯 （记者 刘凌 通讯员 陈

卫球 熊鹰

)

长沙县近日推出三大创新举措，

大手笔建设浏阳河、 捞刀河流域生态环境，

力争

5

年内为广大群众创造出一个环境优美、

生态优良的大家园。

三大创新举措之一是划分畜禽养殖区域，

将全县划分为禁养区、一级限养区和二级限养

区，其中明确规定：两河流域干流及主要支流

50

米范围内为禁养区，

500

米范围内为一级限

养区。禁养区内现有畜禽养殖今年底前全面关

停，一级限养区户常年存栏牲畜必须控制在

20

头以内，超标养殖的一律关停。 创新举措之二

是建立河流出境断面水质考核制度，明确规定

县政府对两河流域干流及一级支流流经乡镇

交界断面每季度进行一次水质检测，各乡镇对

境内河水水质负责，

COD

、

NH3-N

两项指标年

平均值不得低于国家有关标准，且出境水质不

得低于入境水质，考核结果与乡镇领导班子绩

效考核直接挂钩。 创新举措之三是今明两年，

在全县

19

个乡镇中心集镇都建起污水处理厂，

成为全省第一个实现乡镇污水处理厂全覆盖

的县， 同时对中心集镇之外的

45

个居民集中

点，采用家庭生活污染净化池和小型机械治污

等办法，实现水质净化。

浏阳河、 捞刀河是长沙县生产、 生活用

水的主要来源， 流域面积占长沙县县域面积

的

80%

。 近几年， 随着畜禽养殖规模的扩大

和沿岸乡镇工业的发展， 养殖污染、 工业污

染逐渐加重 。 长沙县大手笔建设 “两河流

域” 生态环境后， 除了推行生态养殖、 低碳

养殖外， 还将加速关、 停、 并、 转一批能耗

高、 对环境有影响的企业。

永顺发现

千余棵巨紫荆

属珍稀濒危树种，现存林木极少

本报

4

月

12

日讯 （记者 彭业忠 通讯员 和

红晓 彭晖） “真是太高兴了，这么高大而且成

片分布的巨紫荆，我是头一次看到。 ”

4

月

10

日，

在永顺县高坪乡西米村的三支箭山上， 来自湘

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林业局的专家们共同感

慨。 他们在这里发现了

1000

多棵巨紫荆。

据专家们初步考察，

1000

多棵巨紫荆，成片

分布在海拔

600

米至

900

米处的范围内， 胸径在

20

厘米以上有近百棵，单株最大的基围

2.56

米，

胸径

30

厘米，树高

15

米以上。 这片林地，自

20

世

纪

80

年代初，开始封山禁伐。

巨紫荆原产我国， 是由我国著名植物分类

学家郑万钧教授所定名的珍稀濒危乡土树种，

现存林木极少，大树更是罕见。 目前仅在浙江、

河南、湖北等地有少量发现。在永顺县首先发现

此树的是自治州林业局副局长翟星。今年

3

月下

旬，他在检查“八百里绿色行动”绿化工程时，发

现羊峰山东南端三支箭山上有成片红花开放，

便上山踏看，惊奇发现此树与灌木紫荆大不同。

为了进一步确认， 自治州林业局便组织了专家

组进行现场考察。

据自治州林业局高级工程师蒋传敏介绍，

湘西北地区虽有巨紫荆生存， 但此次发现是目

前在湘西北发现的最大片的巨紫荆， 且填补了

省内空白。目前，该村已对这片巨紫荆实行了专

门保护，专家将进一步对其价值进行考察研究。

� � � � 4

月

12

日 ， 洞口

县城关二校学生在弹

奏古筝。 该校根据学

生的爱好和特长， 保

证每个学生每天

1

小

时开 展 第 二 课 堂 活

动， 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和创造潜能。

滕治中 肖彬摄

� � � �

本报

4

月

12

日讯 （记者 王晴 通讯员 刘

立武 熊喆）今天，华容县政法委负责人再次

到岳阳市第一医院看望因夜追窃贼而受伤的

热血青年潘家典。 自

2

月

25

日住院以来，已有

许多群众自发前去看望和慰问， 众多的 “热

心”温暖着潘家典，他常常激动的说：“为正义

受伤，值！ ”

38

岁的潘家典是华容县南山危岭村

5

组

的村民。

2

月

24

日晚上九点四十分左右，村里传

来“抓强盗，快来抓强盗！”的喊声，潘家典立即

从床上爬了起来，骑上摩托车，与弟弟一道追

赶强盗，一边叫附近的群众速向派出所报案。

当兄弟俩眼看就要追上时， 两个强盗见势不

妙， 坐在摩托车后边逃跑的强盗拿起注有麻

醉剂的弩，击中潘家典的头部。 潘家典驾驶的

摩托车失去控制，被摔成重伤，造成颈项第六

根脊椎骨折断。 尽管如此，他还是叫弟弟继续

追赶，不要放掉了坏人。这时，赶到的民警与当

地的群众迅速将受伤的潘家典送到华容县人

民医院进行抢救。 由于病情严重，第二天上午

县人民医院将潘家典送往市一人民医院脊椎

外科进行治疗。仅两天的医疗费就达到

6

万元。

到目前为止， 潘家典胸部以下至今还没有知

觉，据医生会诊，很有可能导致高位截瘫。

为正义受伤，值！

华容热血青年

赢“热心”

开福区成立社会矛盾调处中心

“一站式”现场解决问题

本报

4

月

12

日讯 （记者 陶小爱 通讯员 黄

筠）今天，长沙市开福区社会矛盾调处中心正式

成立，这是长沙市第一家社会矛盾调处中心，成

为倾听群众意见呼声的新窗口， 化解基层矛盾

纠纷的新平台。

区社会矛盾调处中心 （区信访大厅） 采取

“统一登记，分类接谈，现场处理，立案调处，交

办督办，法律救助”的运行方式，实行“一站式”

办公， 现场直接参与接待来访和调处矛盾，“一

揽子”解决问题，努力实现“件件有结果，事事有

回音”，最大限度地推动信访问题得到解决。

新晃开发夜郎十里长街

本报

4

月

12

日讯（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

员 张家流 彭宏高）今天上午，湖南玖联股

份有限公司、怀化永安信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与新晃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正式签约，投资

10

亿元人民币实施新晃夜郎十里长街·旅游

及城市建设综合开发项目，标志着新晃古夜

郎旅游开发进入了新一轮开发阶段。

新晃在唐朝时曾设夜郎县，夜郎文化底

蕴深厚。 夜郎十里长街·旅游及城市建设综

合开发作为该县旅游标志性项目之一，包括

夜郎迎宾路升级改造项目，狮子岩电站大坝

以上氵舞水两岸土地整体开发项目等五大板

块。 其主体项目夜郎十里长街位于新晃县

城氵舞水河北岸，全场约

5

公里，占地

600

亩，包

括千户侗寨、夜郎古乐城、龙溪古镇、民俗风

情吊脚楼长廊、燕来寺、龙滩风雨桥、夜郎钟

鼓楼等

10

个子项目，这些项目将串结成历史

文化的 “珍珠项链”， 再现夜郎古城繁华景

象。 工程分两期建设，

6

年完成。

山村小学有了“电教室”

本报

4

月

12

日讯（记者 张新国 通讯员

李贵日 廖忠良）省直工委妇委会、省烟草

专卖局捐建爱心阳光电教室揭牌仪式，日

前在蓝山县楠市中心完小举行， 省烟草专

卖局捐资

6

万余元，用于学校建设“爱心阳

光电教室”，并给学校赠送了电子琴，还将

资助学校

20

名孤儿、贫困学生。省直工委给

学校送去

1

万元资金。

建设“两河流域”生态环境

长沙县

大手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