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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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3

日 星期四

湘潭市 暴雨转中雨

16℃～21℃

株洲市 大雨转大到暴雨

16℃～23℃

永州市 中雨转中到大雨

17℃～25℃

长沙市 今天到明天，

大到暴雨转中到大雨

北风

２～３

级

16℃～20℃

张家界 大到暴雨转小雨

16℃～18℃

吉首市 大到暴雨转小到中雨

15℃～16℃

常德市 大雨转阵雨

16℃～19℃

益阳市 大到暴雨转中雨

16℃～20℃

怀化市 暴雨转小到中雨

15℃～19℃

娄底市 大到暴雨转小到中雨

16℃～20℃

邵阳市 大雨转中雨

17℃～21℃

衡阳市 中雨转大到暴雨

19℃～25℃

郴州市 雷阵雨转中雨

18℃～27℃

岳阳市 大到暴雨转中到大雨

16℃～20℃

市州新闻

8

本版责编 喻文杰 版式编辑 欧阳金雨 责任校对 黎 明

本报

5

月

12

日讯

(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梁军 刘鳌 张湘华

)

“五一”前夕，维修改造

后的湘阴县岳州窑遗址博物馆重新对外开

放。 经过有效整合县域文物旅游与山水资

源，浇铸生态休闲旅游品牌，湘阴渐成“省

会湖湘文化后花园”。自

1

月份以来，该县已

接待长株潭等地游客

10

万人次。

湘阴是湖湘文化发源地之一， 拥有岳

州窑、 左文襄公祠等

6

处省级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和

42

处市、 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县内河湖交汇， 水域面积

98

万亩， 湿地面积

近

60

万亩。 近年来， 该县按照 “省会湖湘文

化后花园” 的发展定位， 整合文物旅游资源

与山水自然资源， 强力推进旅游发展。 先后

投入

4400

万元， 维修了湘阴文庙建筑群， 在

隋代龙窑上方修建岳州窑遗址博物馆， 复建

了清代名臣左宗棠故居柳庄， 建立了湘阴烈

士陵园， 建设了仿古远浦楼及休闲公园等具

有浓厚湖湘文化特征的旅游景点。

该县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和旅游 “软

环境” 建设。 芙蓉北路湘阴段已动工建设，

湘江大桥、 临资口大桥、 省道

S308

线湘汨段

全部建成通车， 拓宽改造县内交通旅游专用

公路

36

公里， 基本形成了县内景点、 景区与

长株潭等周边地区便捷畅通的快车道。 还建

有三星级宾馆

4

家、 星级乡村旅游区 （点 ）

18

家、 星级 “农家乐” 示范餐馆

20

户， 培育

打造了长康、 义丰祥系列产品等一批有湘阴

特色的旅游推荐产品。

目前， 全县以柳庄、 文庙、 岳州窑为主

的名胜古迹旅游带， 以鹅形山 、 横岭湖湿

地、 青山岛为主的生态山水旅游区， 以洋沙

湖、 青龙湖为主的娱乐度假旅游区， 以鹤龙

湖为中心、

S308

线为轴线的 “农家乐” 户外

休闲旅游区的 “一带三区” 旅游发展格局已

初步形成。

本报

5

月

12

日讯（记者 彭业忠）今天，记者在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一些州直机关及吉首市

的一些社区里，看到了刚刚张贴的《关于建立非

法集资举报奖励制度的通告》。该《通告》由自治

州政府印发至全州

8

县市各单位、 社区和村寨。

《通告》中明确指出，对自治州内今后所有非法集

资活动的首次举报者，给予重奖，起底为

1

万元，

最高可达

5

万元，并对举报人的信息严格保密。

5

月

12

日， 施工人

员在拆除长

沙市五一广

场 地 下 商

场。当天，长

沙地铁

2

号

线五一广场

站等

4

个地

铁站启动建

设。

本报记者

郭立亮 摄

本报

5

月

12

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欧阳友忠）

5

月

12

日， 宁远县湘威鞋厂专门

请来县康乐医院

2

名医师， 为厂里

500

多名

打工人员讲解日常疾病预防和伤病救护知

识，并接受咨询。工人们高兴地说：“企业为

我们聘请‘健康顾问’，免去了我们的后顾

之忧，我们工作更有劲了。”

随着承接沿海产业转移步伐不断加

快， 宁远县兴建了面积

8

平方公里的工业

园， 园内规模工业企业已发展到

51

家， 还

有加工贸易企业

800

多家，

3

万多农民在园

内打工， 就医成了一大难题。 县委、 县政

府对此高度重视， 把解决打工者看病难作

为大事来抓。 县内各主要医院设立了打工

人员医疗专用窗口 ， 优先给打工人员看

病。 同时， 引导企业在员工健康投入上保

证有一定经费， 做到一个企业至少聘请一

名医师、 成立一个医务室、 配备必要医疗

器械和药品。 企业还为打工人员代缴 “新

农合” 参合金， 组织他们定期体检、 参加

心理辅导讲座， 并开通医务热线电话， 购

置医疗专车。 目前， 全县

80%

以上规模企

业设立了医务室， 实现了小病不出厂、 大

病有保障。

本报

5

月

12

日讯 （通讯员 陈湘 陈苗

苗）

5

月初， 广东省中山市一家电瓶生产厂

家，打算在新邵经济开发区征地建厂。新邵

经开区负责人了解到企业生产过程存在重

大污染隐患后， 当即婉拒了这个项目。至

此，新邵经开区今年已将

6

家污染企业拒之

门外。

精选进入开发区的项目， 使新邵经开

区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 促进了经济质量

的提升，开发区呈现加速发展态势。今年一

季度，开发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9089

万元，

规模工业增加值

9147

万元， 分别同比增长

42%

、

38%

。

整合文物旅游资源 浇铸生态休闲品牌

湘阴渐成“省会文化后花园”

本报

5

月

12

日讯（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梅新文）

5

月

11

日，“开源杯” 湖南省核工业地质局第二届

职工围棋大赛

,

在岳阳南湖宾馆开幕，该局

17

个单

位

86

名业余围棋手将在此展开为期

3

天的角逐。

86名业余围棋手

逐鹿岳阳

本报

5

月

12

日讯 （记者 匡玉 通讯员 邓松柏

张炳生 陈建设）今天上午，祁东县蒋家桥镇石子

村村民李兴松在家中拨通电话，按语音提示，轻松

查到了全家各项涉农补贴发放与取用情况。 这个

月初，祁东县投资建成了覆盖全县农村的“惠农补

贴一卡通”语音查询系统。开通第一周，就接受查

询

2000

多人次，为农民解答疑难问题

300

多个。

为发放好各项惠农补贴，祁东县全面实施“惠

农补贴一卡通”，将各种补贴资金直接打到一张卡

上，方便农民查询和取用。去年通过“一卡通”，全

县共发放涉农补贴

38

项

59

批次， 共计

1.6

亿多元。

但有关人员下乡走访时， 发现有些农民朋友对惠

农补贴发放、契税、耕地占用税等方面的政策法规

还不很清楚。还有人提出，想及时了解惠农补贴资

金发放情况。为此，县财政局拨出专项经费，开通

了“惠农补贴一卡通”语音查询系统。该系统设置

了收听补贴政策、查询补贴信息、听取意见投诉等

5

项功能，既方便农民查询，也让涉农政策执行更

加透明。

祁东开通

惠农补贴语音查询

自治州重奖

举报非法集资者

本报

5

月

12

日讯 （记者 郭云飞 通讯员 肖红）

今天， 益阳市纪检部门出台的密码举报奖励制度

正式启动，以便进一步畅通举报渠道，降低举报风

险，提高群众举报的积极性，促进反腐倡廉。

这项制度规定，举报人（上访人）在上访（来

信、来访、来电、网络举报）过程中，如不愿透露自

己真实姓名的， 只需提供

6

位数密码及联系方式。

密码代表举报人的姓名和身份， 举报人凭此密码

即可与受理单位联系， 了解线索处理结果及领取

相应奖金。 其受理范围主要是针对党政机关单位

及党员干部违反有关反腐倡廉法律法规的举报，

奖励对象为受理机关工作人员及其家属以外的其

他举报人。

益阳实行

密码举报奖励制度

宁远为打工者

聘请“健康顾问”

新邵经开区

向污染企业说“不”

今年已将6家污染企业拒之门外

本报

5

月

12

日讯 （记者 贺佳 实习记者

贺威 通讯员 吴挺 王锋）

5

月

11

日下午，娄

底市工商、公安部门调集

180

名联合执法人

员， 一举查处涉嫌传销案的广西新淘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娄底分公司。案发时，该公司

正组织

300

多人在娄底某宾馆举行声势浩

大的开业庆典活动。

广西新淘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娄底分公

司成立于

2010

年

4

月，其工商部门所核准的

经营范围为“信息产业、物流业投资与咨询

服务”。今年

5

月以来，娄底市工商部门接群

众举报并通过日常检查发现， 该公司涉嫌

传销行为。

10

日下午， 工商部门得到消息，

该公司将于

11

日组织数百人召开大规模的

“产品招商会”。 由于涉及人员多、 影响面

大， 工商部门第一时间将情况上报娄底市

委、市政府。

11

日上午，娄底市政府召开专

题会议进行研究， 市长张硕辅明确指示依

法进行查处。

经初步查明， 广西新淘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及其娄底分公司打着 “电子商务” 的

名义， 要求被发展人员交纳

3000

元至

9

万

元不等的费用取得加盟资格， 推荐他人入

股公司的， 可得到新入股人员金额

10%

的

提成。 同时， 该公司肆意进行虚假宣传，

自称为唯一一家获得中国

3

·

15

推荐的放心

购物联盟网站， 是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最专业的网上购物平台”、 “中国多渠道

零售行业的领航者”， 声称 “投资

9

万在

3

年内

可回报

38

万”。 而所谓的 “高额回报” 只是通

过点击虚拟网络获得， 带有很强的欺骗性和

诱惑性。 在现场

280

多名受骗人员中， 已有

17

人与该公司签订了 《新淘网合同书》， 共交纳

了 “加盟费”

47.8

万元。 部分受骗者反映， 他

们中最少的交了

3060

元 “加盟费”， 最多的交

了

21

万元， 却没有收到该公司开具的任何发

票或收据。 而从该分公司办公室查获的资料

表明， 目前娄底已有

70

多人交纳 “加盟费”，

共计

90

多万元。

目前，公安、工商部门正在对参加“产品招

商会”的广西新淘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吴

某等

6

人进行进一步调查。

网上商城实为传销魔窟

娄底查处一起特大涉嫌传销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