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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7

日讯（记者 陶小爱

通讯员 徐松竹 夏亮）昨天，专供亚

运会焰火产品质量监管工作会议在

浏阳市召开。 会议传来喜讯：

11

月

14

日， 浏阳烟花将在广州扮靓第

16

届

亚运会。 这是继北京奥运会、上海世

博会后，又一次国际顶级焰火盛会。

国家烟花爆竹质量监督检验中

心 ，湖南省 、长沙市质监局 ，浏阳市

花炮管理、质监部门，四级联合在浏

阳召开专供亚运会焰火产品质量监

管工作会议。 会议决定，第

16

届亚运

会焰火产品由浏阳烟花供应。 记者

获悉， 亚运烟花质量将采用严格的

“北京奥运标准”， 为亚运会提供代

表世界最高水平的烟花精品。

为确保亚运会专供产品质量安

全， 专供亚运烟花产品的浏阳烟花

企业都经过了严格筛选审查， 并对

专供焰火产品的原辅材料、包装、燃

放器材等方面也将进行严格的质量

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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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10

月

17

日讯

(

通讯员 吴希亮

杨兵

)

日前，在芷江侗族自治县新店坪

镇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服务中心，前

来咨询、 洽谈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

群众络绎不绝。 据该中心工作人员介

绍，截至

9

月上旬，他们已帮助当地群

众签订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

127

份，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5309

亩。

芷江侗族自治县从建立健全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服务体系入手，

加速推动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

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目前，全

县

28

个乡镇已全部建立土地承包经营

权流转服务中心， 负责土地流转监督

管理、信息发布、招商引资等；

90%

以

上的行政村也建立了土地流转服务

站，负责调解流转矛盾和纠纷。 如今，

全县已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

62000

亩，

助推了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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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7

日讯（通讯员 陈国

民 孔军 曹茸）“你认为身边的党员

是否在学习工作生活方面起到了模

范带头作用？ ”昨天，湖南城市学院

非党员学生杨全拿到了一份 “学习

型党组织建设问卷调查表”。 “效果

好不好 ，群众来打分 ”，这是该校完

善“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成效反馈机

制中的一项新举措。

今年初， 湖南城市学院党委在

制定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活动方案

时， 对建立学习活动成效评价反馈

机制作出了具体要求。 为让成效反

馈的更具科学性， 该学院党委还特

别强调要将非党员师生纳入评价体

系， 一方面由非党员师生对所在院

系、 部门党组织开展学习活动的情

况进行评议， 另一方面让他们主动

参与到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活动中

来 ， 与党员干部一起学习一起进

步。 目前， 该学院已经进行了两次

问卷调查 ， 共有

400

名非党员师生

参与调查 。 调查结果显示 ， 认为

“学习活动有明显效果 ” 和 “党员

素质有明显提高” 分别达到

85%

和

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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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7

日讯（记者 陈永刚

通讯员 刘昌春）从

10

月

20

日零时起

至

12

月

31

日

24

时止，长沙市香樟路新

建地下通道工程施工，香樟路洞井路

口至韶山路口路段实施由西往东禁

止机动车辆通行，长沙市交通局昨天

发布通知，对原西往东行经该路段的

6

条公交线路临时调整如下：

63

路： 从汽车西站发车按原线

至韶山路香樟路口后改经（直行）韶

山路、（左转） 井湾路、（左转） 洞井

路、（右转） 香樟路接原线至长沙火

车南站。 返程按原行驶线路不变。

124

路：从司门口发车按原线行

驶至新中路立交桥后 ，改经 （左转 ）

南二环线、（右转）劳动东路、（右转）

树木岭路、圭塘路、（左转）香樟路接

原线至长沙火车南站。 返程按原行

驶线路不变。

旅

2

路：从华夏发车按原线至韶

山路香樟路口后改经 （直行） 韶山

路、（左转）井湾路、（左转 ）洞井路 、

（右转）香樟路接原线至长沙火车南

站。 返程按原行驶线路不变。

159

路：从湖湘艺术品市场发车

按原线至劳动路韶山路口后改经

（直行）劳动路、（左转）车站路 、（右

转）桂花路、（右转）二环线 、（左转 ）

劳动路、（右转） 树木岭路接原线至

长沙火车南站。 返程按原行驶线路

不变。

802

路：从钢材大市场发车按原

线至韶山路井圭路口后改经（右转）

井圭路、（左转）洞井路、（右转）香樟

路接原线至湖南农大。 返程按原行

驶线路不变。

805

路：从天心区政府发车按原

线至韶山路井圭路口后改经（右转）

井圭路、（左转）洞井路、（右转）香樟

路接原线至洪山桥。 返程按原行驶

线路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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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7

日讯（记者 徐荣 通

讯员 何敏 康添慧）“

3.9

秒， 一只老

鼠大小轮式机器人 （国际通称电脑

鼠）能自动找到捷径走出一个比诸葛

亮八卦阵还复杂的迷宫。 ”昨天，记者

在湖南大学全国 “电脑鼠走迷宫”竞

赛湖南赛区看到了这一精彩的一幕。

来自湖南大学、中南大学、湘潭大学、

湖南师范大学等省内

11

所高校的

50

多支队伍参加了比赛。

据了解，电脑鼠走迷宫竞赛的主

要任务是让电脑鼠在迷宫中从起点

出发，自行搜寻并记录迷宫信息且找

出一条最短路径，以最快的速度到达

终点。 “这一技术可应用在危险环境

下的无人搜救，通过这一比赛，可以

培养和挖掘这一方面的人才。 ”比赛

负责人、湖南大学教授黎福海称。

我国的“电脑鼠走迷宫”竞赛每

年举行一次，参赛者主要为在校大学

生。参赛者在赢得所在赛区一等奖后

将代表本赛区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全

国总决赛。本次全国“电脑鼠走迷宫”

竞赛湖南赛区比赛由湖南大学电气

与信息工程学院承办。 经过激烈角

逐，湖南师范大学代表队、湖南大学

代表队、湘潭大学代表队夺得赛区一

等奖，他们将代表湖南省参加

11

月

6

、

7

日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总决赛。

湘潭市 多云

15℃～25℃

株洲市 多云转晴

17℃～26℃

永州市 晴转多云

17℃～25℃

长沙市 今天，阴间多云，有短时小雨，明天，多云间晴

北风

２

级

17℃～23℃

张家界 多云转阴

13℃～24℃

吉首市 多云

15℃～24℃

常德市 多云

16℃～25℃

益阳市 阴转多云

15℃～25℃

怀化市 多云

16℃～23℃

娄底市 阴转多云

16℃～23℃

邵阳市 多云

17℃～24℃

衡阳市 阴转多云

18℃～26℃

郴州市 多云

18℃～26℃

岳阳市 多云

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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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10

月

17

日讯 （记者 刘凌 ）

“你如果当卫生局长， 怎么处理 ‘大

处方’、 ‘贵处方’ 的问题？”， “你

如果当交通局长 ， 如何解决农民

‘出行难 ’ 的问题 ？” ······今天上

午， 长沙市竞选市管领导干部进入

“专家选择 ” 环节 ，

30

多名专家评

委、 群众评委 ， 不断对

19

名竞选市

卫生局长 、 交通局长的人员发问 ，

现场气氛紧张 、 热烈 ， 综合评委的

评分结果 ，

10

名优胜者 “脱颖而

出”， 进入下一环节。

引入 “专家选择 ” 环节是长沙

市本次竞选市管领导正职的一大亮

点， 也是长沙市选拔领导干部的一

次创新 。 这个环节分演讲与答辩 、

无领导小组讨论两个部分 。 在演讲

与答辩部分， 竞职人员提前一个半

小时集中封闭， 在告知演讲主题后，

准备一小时， 按抽签顺序上台演讲

5

分钟， 然后回答专家评委 、 群众评

委的现场提问。 在无领导小组讨论

部分， 竞职人员根据题目 ， 陈述理

由、 自由讨论 、 总结陈词 ， 专家评

委、 群众评委根据他们在两个部分

的表现， 当场打分 ， 每个职位得分

前

5

名者进入下一个环节。

据了解 ， 参加专家选择环节的

11

名专家评委都是来自中组部 、 省

卫生厅、 长沙市政府等部门和机关

的专家和学者 ，

25

名群众评委来自

长沙市各区、 县 （市）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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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10

月

17

日讯（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江钻）

10

月

16

日， 省交通运

输厅、 省高速公路管理局组织督战

潭衡西 、 衡邵

2

条高速公路施工进

度， 对所有标段的施工进度做了实

地了解。 记者获悉，受上半年天气影

响， 这

2

条高速公路进度有所滞后，

但仍处于可控范围， 相关部门正全

力抢抓进度， 以掀起 “大战第四季

度”的建设高潮确保年底顺利通车。

据透露，全省

42

个在建高速公路

项目进展顺利， 今年前

9

个月已完成

投资

402.6

亿元， 占全年投资计划的

73.3%

。其中，拟今年底建成通车的潭

衡西、衡邵高速公路已进入施工最后

阶段。 目前，潭衡西高速公路已完成

全部路基土石方工程；路面施工已完

成底基层

130.6

公里， 为总工程量的

99.9%

； 房建施工已完成工程量的

72%

等。 衡邵高速公路本月已启动上

面层施工、标志标线划定、防撞护栏

设置等，预计

12

月

26

日通车试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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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7

日讯（记者 周怀立

李文峰 通讯员 刘亚鹏） 今天，“电

动汽车关键技术突破及产业化应

用”成果技术鉴定会在株洲进行，项

目成功通过省级鉴定。 此次鉴定由

中国南车下属的湖南南车时代电动

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举办， 以中国工

程院院士刘友梅、 清华大学教授欧

阳明高为正副主任委员的鉴定委员

会对项目进行了鉴定。

鉴定结果表明，南车时代电动电

动汽车关键的“三电”技术（电机、电

控、电池）已经取得重大突破，在电机

上突破了高效矢量控制、永磁电机集

成技术极大提高了产品可靠性；在电

控上实现了网络化、智能化，建立了

标准的技术平台；在电池上形成了较

为完善的储能系统应用技术，极大的

延长了储能系统寿命。 实际运用表

明，在“三电”技术突破的基础上，纯

电动动力系统已成功用于开发大中

型车辆，串连混合动力系统匹配整车

可节油

40％

，并联式混合动力系统匹

配整车可节油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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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7

日讯（记者 沙兆华）

昨天下午，“蒲公英行动救助贫困聋儿

专卖义卖会”在长沙举行，现场拍卖

28

件爱心物品，募集捐款

15.52

万元。

从小就生活在福利院的残疾女孩

刘嘉是个十字绣的高手。 今天拍卖会

上，爱心人士为她这种自强不息的精

神所感动，她捐献的

4

幅十字绣作品成

为抢手货，最终共以

1.42

万元成交。

这次专场慈善拍卖会由千手千

眼助残工程

PA24

志愿者团队主办 ，

所拍善款将全部捐给省残疾人福利

基金会，用于救助贫困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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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7

日讯 （记者 段涵

敏） 首届中国湘绣文化艺术节暨第

三届湖南省工艺美术品博览会将于

10

月

19

日至

21

日在长沙举行， 记者

15

日从该活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

到，主会场设在湖南湘绣城，将展示

全省

300

多家企业的

10

大类百余种

工艺美术精品近

10

万件，今后，中国

湘绣文化艺术节和全省工艺美术品

博览会将每

2

年举办一次。

据了解，目前我省工艺美术拥有

10

大类，已形成了湘绣、菊花石雕、艺

术陶瓷、烟花、银制品、翻簧竹刻等全

国知名工艺美术品种，全行业从业人

员近

200

万人， 年产值达

400

多亿元，

位居全国同行业前十强。

据悉， 本届节会将举行全省工

艺美术产业基地奠基、 湖南工艺美

术精品大奖赛、 中国刺绣高峰论坛

等活动，主会场馆内还将开设湘绣、

雕塑、 艺术陶瓷等现场制作和演示

表演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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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7

日讯（记者 陈永刚

通讯员 熊洁 ）刚刚过去的中秋 、

“十一 ” 长假 ， 星城出现了连续多

日的秋高气爽的好景象， 给市民和

外来游客留下了美好印象。 长沙市

环保局今天公布的

9

月 《长沙市环

境质量月报 》 显示 ，

9

月长沙空气

优良率为

100％

， 湘江长沙段水质

状况优良。 据悉， 这是长沙自

2001

年启动空气环境自动监测日报以

来， 空气质量优良率首度连续

4

个

月达到

100％

。

截至

9

月

30

日，长沙今年空气优

良天数达到

264

天 ， 累计优良率为

97．06％

。 与去年同期相比，优良天数

多了

8

天，优良率升了

2．94

个百分点。

同时，长沙

9

月份空气质量另一亮点

就是空气污染指数也创下历史新

低，仅为

11

，而以往空气污染指数最

低也有

16

。

从监测情况看， 可吸入颗粒物

仍为空气中的首要污染物。 长沙市

环保局局长黎建表示， 将进一步加

大扬尘污染控制工作力度， 尤其是

道路及建筑施工场地的扬尘控制 ；

加强餐饮业污染综合整治， 确保大

气环境质量稳定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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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7

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张湘华 梁军 胡卫）“我种的

‘西葫芦’南瓜刚上市就成了抢手货，

一季可获利

5000

元左右。 ”

10

月

11

日，

湘阴县杨林寨乡村民张海平将自家

的南瓜送上合湖蔬菜专业合作社的

运输车，一脸的兴奋。 目前，该县移民

乡镇已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

12

家，带

动当地

5000

余户移民致富。

湘阴县有大中型水库移民及连

带影响人口

5

万多人。 该县加强政策

引导，鼓励移民多形式发展农民专业

合作社。 目前共发展蔬菜、 麻鸭、牛

业、优质稻米、龙虾、生猪 、茶叶等

12

家移民专业合作社。 杨林寨乡周家台

村有大棚蔬菜种植传统，种植户以往

由于分散经营，受季节和市场因素影

响，效益不佳。 去年该村组织成立了

富民蔬菜专业合作社，全村有

73

户农

民加入，新建蔬菜大棚

216

个，以订单

形式销往省内高校食堂，年供各类蔬

菜达

9000

吨以上 ， 每年为移民增收

900

万元。

� � � �

本报

10

月

17

日讯 （记者 邓明

白培生 通讯员 罗莉香 ） 昨天上

午， 桂阳县政府与湖南宝山有色金

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签署合作框架

协议书 ， 由 “宝山 ” 矿投资

30

亿

元 ， 在桂阳县城郊乡子龙村建设

“年产

15

万吨阴极铜 （一期 ） 项

目 ”。 据悉 ， 这是我省目前最大的

铜冶炼项目。

据了解， 宝山铜项目计划总投

资

64

亿元， 规划占地

1926

亩， 项目

分两期建设 。 其中一期投资

30

亿

元 ， 占地

765

亩 ， 建成后可年产阴

极铜

15

万吨， 实现年产值

100

亿元，

年利税达

7

亿元 。 二期工程建成后

将形成

30

万吨阴极铜产能及完整的

铜探、 采、 选、 冶及精深加工产业

链， 预计年销售收入可达

280

亿元，

年利税可达

35

亿元。

该项目铜精矿冶炼工艺流程采

用先进的方法， 冶炼烟气设置完善

的环境集烟系统， 制酸尾气和环境

集烟排气均经过脱硫处理， 从而实

现废水 “零排放”。

长沙选拔领导干部10人脱颖而出进入下一个环节

我省督战高速公路施工进度

确保潭衡西、衡邵年底建成通车

义卖救助贫困聋儿

“电动汽车关键技术突破”

项目在株通过省级鉴定

２０10

年

10

月

18

日 星期一

综合

5

本版责编 周卫国 版式编辑 周双 责任校对 程小林

首届中国湘绣文化艺术节明开幕

全省工艺美术品博览会同期举行

长沙空气质量连续4个月优良

“电脑鼠走迷宫”

湖南赛区比赛举行

省会香樟路新建地下通道

6条公交线路临时调整

� � � � 10

月

16

日， 沅陵县摄影家协会组织会员拍摄建设中的矮寨大桥。 该桥是目前世界上跨峡谷最长的钢桁梁悬索

桥， 横跨峡谷

1176

米， 离地面高

335

米， 有两根直径

0.885

米、 长

1600

余米、 重量为

6

千吨的主缆， 每根主缆能承受

超过

3

万吨的拉力荷载。 目前大桥建设进展顺利， 将于明年底建成通车。 王照云 摄

12家专业合作社

甜透湘阴移民心

建立学习活动成效反馈机制

湖南城市学院非党员师生为党员打分

“年产15万吨阴极铜”项目落户桂阳

芷江引导土地流转6万亩

浏阳烟花将扮靓亚运会

引入评委现场提问打分

(

紧接

1

版

①)

策划融合了新晃特有的

峡谷地貌、 浓郁的宗教氛围与

氵

舞水

风景、 龙溪古镇， 四个组团相互映

衬。 整个夜郎古国项目规划用地

30

平方公里，投资

50

亿以上。

新晃县委书记曹成华告诉记者，

新晃处于北纬

28°

， 是我国地势第三

阶梯向第二阶梯过渡的地带，空气与

森林植被都适合于人类养生与旅游。

高速公路、 机场以及即将开工的高

铁， 给了新晃发展旅游的绝佳机会，

这次策划夜郎古国项目，就是要充分

利用便利的交通与传统的文化，将新

晃的旅游业带进一个新的时代。

(

紧接

1

版

②)

除党报党刊可以通过党

的组织系统开展统一征订外， 其他

报刊一律由基层单位和人民群众自

愿选择、自费订阅，不得以任何形式

下达征订指标， 不得以任何方式摊

派或变相摊派发行。

各级党委 、人大 、政府 、政协和

纪委处级以上领导干部， 要带头自

费订阅 《人民日报》、《求是》、《湖南

日报》、《新湘评论》。 对县处级以下

干部提倡采取“私订公助”形式订阅

党报党刊。 乡镇以上直属部门、机关

单位和领导干部用公费订阅报刊

的，只能订阅 《人民日报 》、《求是 》、

《湖南日报》、《新湘评论》 和市州党

委机关报， 以及对本职工作有指导

意义的其他重点报刊。 村级组织、乡

镇用定额管理的公费订阅报刊，必

须首先订阅 《人民日报 》、《求是 》、

《湖南日报》、《新湘评论》 等主要党

报党刊。 各地各部门要严格执行我

省制定的村级组织和农村完全小学

订阅党报党刊

500

元的最高限额标

准和订阅范围， 切实减轻基层和农

民负担。 凡是公费订阅报刊的，在按

规定完成主要党报党刊订阅任务之

前，不得用公费订阅其他报刊，各级

财政、 审计部门要严格监督同级部

门、单位书报杂志费的使用情况。 除

特殊工作需要外， 不得用公费订阅

消费、娱乐、生活服务类报刊。

各级党委宣传部门要会同财

政、 新闻出版等部门负责监督落实

我省党报党刊发行工作的有关规

定。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大纠正

报刊征订工作中不正之风的力度 ，

对个别影响恶劣的案件要坚决查

处。 各级党委组织部门要明确规定

用党费订阅党报党刊的具体办法 ，

确保每年有一定数量的党费用于本

地本单位的党组织， 特别是特困企

业和贫困地区的乡镇、村组、中小学

校的党组织、 高等学校的学生党支

部订阅主要党报党刊。 各级教育部

门用于订阅党报党刊的费用可在教

育事业经费中列支。 各级财政部门

要为贫困地区的农村中小学校订阅

党报党刊予以经费上的支持。 鼓励

将主要党报党刊作为公共文化产

品，统一实施政府采购。 鼓励社会力

量征订主要党报党刊捐赠贫困山

区，实施文化扶贫。 工商、旅游企业

用于这方面的经费支出， 通过非营

利的社会团体、 国家机关捐赠贫困

地区的，在年度应纳税所得额

3%

以

内的部分， 允许在缴纳所得税前扣

除。

提高报刊质量 扩大有效覆盖

●

要继续坚持和推广 “集订

分送”、“私订公助”、“政府采购”

等行之有效的做法， 大力推进党

报党刊进报刊亭零售工作

●

各地要与主要党报党刊社

一道， 在主要城镇街道、 大专院

校、公共场所、居民小区建立党报

党刊阅读栏、销售亭，各级政府要

在政策和经费上给予支持

通知要求， 党报党刊要坚持正

确的舆论导向，贯彻“三贴近”方针，

不断提高舆论引导水平， 进一步增

强报道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

感染力、影响力。 要继续坚持和推广

“集订分送”、“私订公助 ”、“政府采

购”等行之有效的做法，认真总结各

地在征订发行中创造的经验， 积极

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报

党刊发行的新途径、新办法。 继续推

进管办分离、政事分开 、政企分开 、

事企分开。 坚持新闻采编与经营业

务“两分开”。 要在积极探索发行体

制改革的基础上， 切实增强发行工

作的自主意识， 努力改进发行思路

和发行方式， 加大宣传和发行工作

力度， 积极拓展市场增量特别是零

售市场份额。 大力推进党报党刊进

报刊亭零售工作， 努力使报刊亭成

为展示党报党刊形象的窗口， 成为

传播先进文化的阵地。

各级邮政部门要适应形势发展

的要求，大力改进工作 ，创新服务 ，

实行多途径、多方式的订阅办法，加

强网络建设，提高投递时效，及时做

好订阅数量的统计分析和情况沟

通， 不断提高党报党刊的市场占有

率。 各地要与主要党报党刊社一道，

在主要城镇街道、大专院校、公共场

所、居民小区建立党报党刊阅读栏、

销售亭。 各级政府要在政策和经费

上给予支持。

� � � � 10

月

17

日， 安仁县举行 “共建文明卫生城市、 同建和谐美好家园” 万

人签名活动， 倡导市民提高文明素质， 增强卫生意识， 消除传统陋习。

何炳文 何书典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