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

12

月

3

日讯 （记者

陶海音） 高速贯五溪， 大道

通四海。 今天上午， 怀化绕

城高速公路开工动员大会在

怀化举行。 副省长韩永文宣

布开工。

据省交通运输厅党组书

记、 厅长贺仁雨介绍， 怀化

绕城高速位于怀化市鹤城区、

中方县境内， 路线起于怀化

市神家庄， 接在建的溆浦至

怀化高速公路 ， 经骑龙山 、

杨村， 止于董家， 接包茂高

速公路， 路线全长

23.6

公里。

概算总投资为

21.7

亿元， 建设

工期为

3

年。 预计

2013

年建成

通车。

怀化绕城高速全线共设

置泸阳 （枢纽）、 怀化东、 杨

村 、 怀化南 、 董家 （枢纽 ）

等

5

处互通式立交， 另同步建

设怀化东连接线

5.7

公里， 杨

村连接线

2.1

公里 。 全线设

匝道收费站

3

处 （怀化东、 杨

村、 怀化南）， 隧道监控站

1

处； 主线采用双向

4

车道高速

公路标准建设， 设计时速

100

公里。

怀化绕城高速公路的建

设， 将极大优化怀化市周边

高速公路与铁路、 国道、 省

道、 城市道路之间的交通转

换， 提高周边交通微循环的

效率， 改善城市内外部交通

环境， 解决区域交通供需矛

盾。

电子邮箱：

hnrbxwplb@163.com

２０10

年

12

月

4

日 星期六

要闻

2

本版责编 朱定 版式编辑 周双 责任校对 程小林

! ! ! !

!!"#$!%%"!$!&'

$()*+,-#" ./0123

456789:# ;<=>?@A

B!CDEFG81H!IJKLM

NOF#IJ$PQ%&RSTUKV

WX2Y>ZT[\]^_

!

`5

Habcde

"

fghiAj

"

&'

Cklmn\]opqrs'(

tuvQwCDxyz{|

}& ~�Jf! ���2����

�! ����o���g�Q��

2�t�T) ]��

#$

��!xy

��;����]

%&$'$

�� !�

($$)

�� A

(%&*+

��! ��<

����]

*&%&$

��!�

($$)

�

� A

'%&$*

��! ?¡<���

¢��

($$)

��£¤

(,-*

¥¦§

¨! ?¡<�©�ª?¡<�«�

g�£¤* tuCDx��¬~S

+ ®¯WX2°±}²�³´"

>2µ¶,

!"#$%&'()

&'2·¸ !D¹º»¼½�

[2¾¿* ÀP�Á !tuvQw

CDÂÃxyt�Ä2ÅÆÇÈ

}ÉÊË!�Ì>1H¹>ÍÎÏ

Ð! ÑÒÓÔgÕÖ×D¹ØÙ !

ÚÛ -�ÜH &ÝÞH &ßàH &á

'H %2â~ !`5fã¹%Ùä

rå* xyæ%çèéê &YÉë

ìíîïðx�ÅÆ�ñ

"

òóô

õ &ö÷ !øùÈ !úUû !fãü

ý}þ&-�ÿ!"% 2D¹ØÙ *

�

($$)

�2#$¹%Ùäråf

ã%&'!(Ø)'*$+

&

¥þ

[&CDyY,

'.

¥þ[ !-ª.

*�þ[Ô×o/0* 1%-/2&

/3 &/� %24�56 &üý7

8&9:;§&<Y=9&>:?@

ABC!ÚÛ��BC2DÂ\§

"1Eú ! "

(*

FGHI}oØ

)'*$+lCDyY,þ[ !ï

'JßKH¢}þ¹.2

,/

!L

á-}KH¢}þ¹.2

.(/

* `

vCDy"�F+MKæ &NFC

DyY,�üý'O!*

'*ÅÆ][P! xyQRï

ðþ[fã-�ÿ!"%* xy/R

Ø)�+M&�þ[¹S!T.*U

VWþ!ÚÛ/XY!PZ*CDy

2[\!f×-�ÿ!"%* p])*

UV!"!ÚÛ^_D¹2[\!/

¼RZ*CDyWF`axyØ)

�+Mþ[üý

'*

F)*Ô×4

�b6! cd

&

F`îxyØ)*

Ã¹.2üý# ïe¼RxyØ)

["2

(+

F.*! K<Y9f&D

Âbg& +MKæý,hi?@A

BC!"

'.

F.*jktýD!

,

F

)*Oý* lÌ�XoRZ*m¨

¹.2ýD* 1%üý!xyØ)O

ý2

,

F.*!nZ*CDyýD!

of]Z*�p*Ã* Z*CDy

"

+

¹¾2G*Ãqr& ?Ist

æ�ue1HhÂ'Oý*

�v¥üý}þ &-�ÿ!" %

2%B'!xyÅÆw"�úxy!

w"z>{N! `+%B|go/

�&/2&/32[\* �e`t2

¹%Ùärå! ZJfgo¹>Í

Î21HhÂ! !}o�~"��

��3�!'J�=�&�KL &�

tæ&hi=>B!"��d±2�

Ü$+! �pJ}�&'2WX�

�oD¹��*

îuG�! xy��ot��

�! À�Á�?������Lá

��'/���o

,.

FLà��

o])*��'! �|LLTr�

o.*��2DÂ¿ *

xy�(1%/�üý&ü¡&

/�!}&"1}þ&�ÿ!"¢m

£!}2¹.lP¤¹_f×¥¦

tæ! P�Á-§v'*tæ¹.

'.

¹!�},D

''

¹!£þ

'&

¹*

*+#,-./%0

! ! ! !

¨Í=>©&C<ª«¬&

®<�{-¯Ù& ?¡<�G°A

! ±²?¡gn³´µotuC

Dxy�!¶xy2�;&WX·

Áo¸L2¹º* »¼I}¯½"

C2WX¾¿. t�ÄxyÅÆÇ

ÈÀÌ>ÁÂÃ�ÄC<2ÅÆ�

Ç¥CÂ%'2ÈÉÊ)

���¨Í=>! tuxy3

ËÌÍl`5Ç¥oÍÎhi*

Ã) �¶ÏÐ��ÑÒÓlÑ1 

2IJ! tuxyÙÔlÕ�o<

�tæÖ×l<�WØBC! ÙÚ

oC<ÛûlC<ÜB! ÝHo<

�ª! LLÞ�o<�WØ2�

�!��oØ<Ä«) ¨Í=>2?

@��!;���2LÙßAç!�

xyRSTUKVàá��o">

�â) xy-RSQ<AãlQw

KVWX�ä,!L>RS�Ä+�

¦Q'ÙßH*B¢gÕQ'lQ

wÂÃKVhi+ Q'å®&'W

X) P�Á!1%QCy<�RS!

`v1 æ +çè +éê +ë' +ì

í+îï¢ðLYÆñ'òµm·!

�~�óôõ2Q'�ñZTö

O·) »÷ø2ìíùú!tû+ü

ý+Lþÿ2�!"#!å$% +Î

&%2éê�ñ! 'w2çèZT

ñ'A!()m·Ùß*W+Ä8)

P�Áxy-,ØC<ÍÎ

(()*$

��! ">RSo`vWXôõ1

-ñ'!.ÔY/01Q'+�2�

3+�w�õ2fg) xy�4RS

'5&'WX+ ��Ï6Î¨IJ

Ã�C<RS2Q�k¨! 7µ4

5&'�8�1¡ÏÐ! 9QCy

îÏÐ-GWX! fg�32y&

-��%) P�Á`y:;WØ<�

%&$$

��k¨RSo

(*

<1-

<L&'2WX! fgo©ñ=l

>?@t�2WX¦-) »/ABç

CD+EF3÷GD+EFØHD !

�IJ<K÷LAÄ8MN) xy

:O%PAÏ}Q2sR! �XI

�PLS<�!}Txyæ%ç!£

]�U)*! À<�LSfVÃ�

W�VÄbg2kâX¡) ���

<�LS*Ã2"C�X! vxy

��YEúo`�<�LS,Jª

.*¥¹`�LS<�,J! Z[

W¹W�ø�

*$$

�VÄ*ÍÔ×

bg!�\]g) ]��

'$

��!`

v��<����]

*&%&$

�� !

�

($$)

�� A

'%&$*

��) ï'

Q'<����

*'%,$

��! Q<

�^�]

.'/

)

1+#2..&34

LÂ�¥¡92CDEF !;

Â_Ctu! ¼tuCÂ¹`>�

abc2d¡) À�Á!tuCDx

yBH�+tæ+9efC+gãh

ij�A! F>ÇÔo_Cy�à

á)

($$)

�-Á ! xyk_lm

--¹�J%2æR!1%ànàÙ!

DÙät¹t%! BHoxy2�

+tæ) k¨aBo�¯Ùäàá

lo@) R�;+�p+C<+qr

Akâþ[ÙäÔ×osæ! ª�

tÔlÕ�oÙnÙäluÃÙ

B!�3Æ]DÙävw×�!ÙÚ

ÌÃ!m·oöxyz+öxÙv2

�¯ØÙ) {faFoo@yz|

«!P�Á-}3~Ù×�

(',

�!

W�vr1Ý

+(*

� ! vr][

+(*

�) BHo.*�`�Ú�Þ)

s

($$%

�

%

��ñ!�`vÚ��

fã-P¥�%*B!�d��g.

��W�R�§�CDyÔ×��

C��g! ��+M��W�R�

U��2CDyÔ×��`5o

@! �`��+Q��W�RCD

yÔ×���`o@) tæÙä2

?@¯`l¹.¿ 2?@�� !

�;ÂÎ¨�`Y+ àá_Ctu

��o��2�â��)

--Q�J !5ÿPQ %¼tu

CDxy�Á�S2KLæR )

�Q<IJ!¼tuCD¹2��

kâ*Ã ) îïðFSTU�

�! À��Qwy�?qCD +�

���2���?��) �ÇÔQ

wCD|�àá !ÑÒ�àQwC

DÐ+CDw+CD2%!

($$.

�-

Á !xyhioTw$+ +�w$

+lCDyC<.h·2CDA

e9ú5h !R

)&&..

ÐÏÐÔ×

o9efC)

���C<=>! xyRC<

ÍÎÔ×ovÂ)

($$)

��Zo[

X)CDy/� + u<

(

¥§y !

($$.

� +

($'$

�Q§�4X) +X

�CDy2C<'JªC<¹.Z

N]L'+! fgoXY4��Ê

R�WØ<�) aBotæ>ä!Ý

Hoª!  ¡ot2®<�2

ñ�!1Ho<�A^) T¢|Ùl

'J�4?Õ�AU5[¾ !x

y[Á£¤£F^2®<� !ô

�¼�vX!w"¥T<�¦Ù!

®<�§k! vXPyC<'JÂ

ZP! ¨�¨]lC<�4f×4

�tæ!1%©ã+:]+ÂZAU

£!R�¹]+�Ð<Ô×�ª

Ha) ]4;!«L'+ÂZX�C

Dy<�'JÀ¬¥�ÁÐ®

<�

('

5!ã®J¯

)+

��) î°

G�! xyhi>^aFoR?¡

<�2±ã)

($$.

�-v:v²³

-;ÂÎ¨�`Y%�´Ø!xyF

>±ãµ</)¹.¶jCDy?

¡<�!��¬¥�!�±ãoµ<

/)¹.<�J¯

*)&

��) G�!

R·�Ùú¸¦�¹º�U¨ª»

�?¡<�2CDy.*¼cö½

2æ¾ã) s��¿�'À�Ë!

xy�Xo-C<tæÁGÂ�%Ã

¥!]

'$

�� !`v-±ã?¡<

�

+**.

��!?¡<�¢���Ä

£¤o

''0)*

¥Å§¨) P�Á!`

vCDy?¡<���£¤

+..)

��!¢�£¤o

(,0*

¥Å§¨)

1%aB�+tæ+ aFC<

"Ä,Ø+;Æh���Ç×�A!

tuy�_Càá\]oÈM9

:) tuxy2��*Ã\�±²

ÈM9:'\]o`5ÇÔ) ]�

�

'$

�� ! tuxy<����

*&%&$

��!¢`vÎ¨ØÉ<��

�2

&$/

) tuxy-ï�Ä+_C

ÊËñ·�tuKVy�àá2�

R�>Z)

!!"#$!

%&' %( )*+

! " # $ % & '

!!!56789.&:;<=>?@ABCD>

,-'./012"3#$45678"9#:;<=>?@ABCDEF%

本报

12

月

3

日讯

(

记者 柳德新

通讯员 钟武云

)

省农业厅今天作

出部署，明年在湘阴等

10

个县的

20

个乡镇

40

个村开展水稻集中育秧

示范试点，确保粮食生产取得新突

破。

近两年，我省平江县、南县、汉

寿县、衡东县、资阳区等地，结合水

稻高产创建、 制止耕地抛荒等工

作， 开展了小面积的集中育秧示

范，增产效果明显。 省农业厅厅长

田家贵介绍，开展水稻集中育秧有

利于推广高产实用技术，提高水稻

单产；有利于减少环境污染，发展

安全绿色粮食生产；有利于应对低

温危害，确保稳产高产；有利于减

轻病虫危害， 最大限度降低损失。

从生产实践看，集中育秧对实现水

稻高产稳产意义重大，是新形势下

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的重要举措。

由于明年立春早，农业部门建

议示范县早谋划明年水稻集中育

秧示范工作，特别是选择好示范试

点村，抓好育秧预约订单、种子采

购、育秧物资准备、技术培训等。农

业部门将制订集中育秧示范试点

实施方案，加强技术指导，努力提

高育秧率、成秧率，成功实现集中

育秧示范试点工作目标。 同时，将

有计划培育育秧专业大户、育秧专

业化合作组织，为今后更大范围推

广水稻集中育秧打下基础。

欧木华

2011

年度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审

核工作已于

11

月

26

日

18

时结束， 最终

有

141

万人通过审核 ， 最热职位创下

4961∶1

的纪录。 对此，有媒体指出，人人

争抢公务员这个 “铁饭碗 ”，中国社会

已出现过度求稳的心态， 这将成为中

国发展的障碍 （

11

月

28

日 《法制日

报》）。

人人争抢公务员 “铁饭碗 ”，只是

公众过度求稳心态表象的过分渲染 。

在一职难求的现实下， 不仅公务员岗

位人人在争抢，普通的公司设计员、高

校保安员、出租车司机等诸多职位，也

都是应聘者众。 公众面对现实生存压

力的日益沉重、未来的不可预期，追求

稳定生活也是人之常情，危言“阻碍中

国发展”显然是夸大其词。 仔细想来，

任由求职者如无头苍蝇一般四处碰运

气， 这种无序的求职状态得不到有效

引导和改变，才会阻碍中国发展。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正视公务员

职位为什么如此吸引求职者。公务员岗

位薪酬虽然比其他一些行业略高，工作

也相对稳定，但这恐怕未必是公务员吸

引求职者的主因。 如今，坊间广泛流传

“白领”不如“红领”的说法，原因何在？

一是公务员各种隐性福利很多；二是政

策向公务员群体倾斜过于严重，一些城

市每次加工资， 公务员群体都先行一

步。因此与其说是公务员的“铁饭碗”吸

引了求职者，不如说是公务员群体享受

到的超国民待遇吸引了求职者。

出现“考碗热”，既有“超国民待遇”

的内因，又有“生存压力加重”的外因，

国家就应做个“加减法”，对“考碗热”进

行“制冷”。

所谓“加法”：应根据经济形势发展

的需要，开发更多的就业岗位，拓展就

业领域，疏通就业渠道；鼓励自主创业，

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等等。 所谓 “减

法”： 即对于某些岗位所能享受到的不

合理、不公平的福利待遇，应明确态度，

坚决取缔。

如此双管齐下，才能防止“福利腐

败”败坏社会风气，社会的公平公正才能

保障，和谐社会的构建也才可能实现。

本报

12

月

3

日讯（记者 周月桂）

作为我省农资供应主渠道， 省湘农

农资集团公司为确保春耕化肥货源

及时、有效组织到位，该公司正积极

开展储备工作，争取主动权。 公司负

责人表示，将尽快备足各类化肥，预

计明春加上其它社会资源， 基本能

确保春耕生产对农资的需求， 化肥

价格春耕前后也将出现一定回落。

目前，湘农集团公司正积极通

过银行贷款、预售货款等多种渠道

筹措资金

;

除省内采购外，还积极

从河南、重庆、四川、湖北等地组织

货源

;

并通过与中农公司合作，采

取联合销售方式， 扩大资金来源，

增加销售。 此外，省湘农农资集团

公司在全省设立了

1000

多个直销

网点， 充分发挥网络连锁经营优

势，及时、充分掌握市场信息，降低

经营成本和风险。

业内人士预计，随着化肥储备

工作开展， 化肥关税制度调整，以

及国内化肥产量逐步增加，全国范

围内化肥资源量将明显增加，预计

明年春耕前后国内化肥价格将出

现一定回落。

本报

12

月

3

日讯（记者 张斌 通讯

员 罗小沙 ）今天下午 ，民盟湖南省委

在长沙召开座谈会， 纪念费孝通诞辰

100

周年。 省领导和老同志熊清泉、李

微微出席座谈会并讲话。

费孝通是我国著名社会学家 、人

类学家 、社会活动家 、中国民主同盟

的卓越领导人 ，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

友 ，曾任第七 、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副委员长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

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费孝通对湖

南的发展十分关心 ， 曾先后

6

次到湖

南考察。

1987

年， 他亲自召集了有关

长江和洞庭湖综合治理的 “两湖会

议”。

1991

年，他为湘西的铁路建设和

人才培养建言出力 ，为湖南的发展奉

献了智慧和心血。

熊清泉在会上追忆了费孝通对湖

南各项事业的关心关爱，并当场赠诗一

首，以表缅怀之情。

李微微指出，我们纪念费孝通同志

诞辰

100

周年， 不仅是要表达对费老的

无限崇敬之情，更重要的是要继承和发

扬费老的精神，促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多党合作事业蓬勃发展，为富民强省作

出新贡献。 湖南民盟要进一步树立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始终保持

多党合作的正确方向，巩固多党合作的

政治基础；要围绕我省“十二五”规划和

“四化两型”建设，深入调查研究，积极

参政议政，不断加快科学发展、富民强

省步伐；要积极反映社情民意，努力促

进社会和谐，为营造安定团结、生动活

泼的政治局面作出新的贡献。

本报

12

月

3

日讯（记者 黄纯芳）“全

力推进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杜绝个

人或少数人说了算的情况出现！”今天，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许云昭在华容县

调研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工作

时这样强调。

据了解，今年初，十七届中央纪委

五次全会作出了关于加强县委权力公

开透明运行试点工作的部署。按照这一

部署，我省在华容县和衡东县开展了县

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工作。华容县

迅速出台试点工作实施办法，加强公开

述职述廉、 决策咨询等方面的工作，同

时在县委机关大院内设置

18

个公开宣

传栏， 对县委职权进行全方位公开，让

群众一目了然。通过推进县委权力公开

透明运行，规范了县委用人行为和决策

行为，提高了工作效能，促进了社会和

谐。

许云昭对华容县委权力公开透明

运行试点工作取得的成效予以肯定。他

指出，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工作

涉及领域广、影响面大，是一项复杂的

系统工程。要围绕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

益的热点问题和容易滋生腐败的重要

部门、重点领域，抓住决策、执行等关键

环节，除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外，凡不

涉及党和国家秘密的，最大限度地向党

员群众公开。要进一步增强权力界定的

准确度，增强权力运行的透明度，增强

运行程序的规范度，增强基层民主的公

信度，增强权力监督的有效度，增强公

开透明范围的延伸度。同时要加大创新

力度，为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工作的

全面推进， 积累更多的好经验和好做

法。

■

综合施策保民生

确保粮食生产

新突破

10县将开展水稻集中育秧示范

储备农资保冬种春耕

湘农集团从豫渝川鄂广组货源

民盟湖南省委纪念费孝通诞辰100周年

熊清泉李微微出席

疏通就业渠道， 堵住不公平待遇出口， 社会的公平公正

才能保障， 和谐社会的构建也才可能实现

思忖“考碗热”里的加减法

许云昭在华容调研时强调

全力推进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

12

月

3

日，永顺县吊井乡农民在安装塑钢无支架大棚。今年，该乡农民

引进无支架大棚技术，有效提高了蔬菜生产效率和产量。

本报记者 赵持 通讯员 吴华 摄

怀化绕城高速开工

总投资为21.7亿元，预计2013年建成通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