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版责编 谭克扬 版式编辑 刘岳 责任校对 胡永龙市州新闻 ２０11年12月23日 星期五12

!"#$%&'()*+,-!"#
!./"#0123$45367(389:%

;<=#>()*?@ABCDEFG
H #IJ#K $#LM !NOPQR #SOP
TU #1OP2V "WXY #Z[ !\]^_
`Nab #\`N_]^cF #de]^\
`N#\f`NgFG"Whijk#l1*
m]^nopFGWqrs&tu ! <vw
x&Vyz{|}~� " ����hitu
#$ <��#��*?�� %op�����
�hitu ! <���#��#tu & �v
wx& !�fQR "#|��� !1Nn�o
&��*?"$!#]^op��C���*
?"�% fO�G���n�FGW!."�
 '

!"#!$"# %&'$()*

!¡¢£�¤E¥$¦�§¨©ª$�«
`¬�n®�x¯°# �slG±1E¥
²`³´n1|±µ¶·# £S·�rhi
WlG((" *?hK¸¹º»¼½¡¢¾
¿%

O0ÀÁE¥²`³´% Â*?ÃE¥
²`³´ÄaÅÆ�� #Ç !X¡E "x !¡
XE"% ÈÉÊ.³E¥$ËÌ�¤ÍÎ$Ï
ÐÑÒÓE¥ÔÕ�WÖ×#Z[ØÙO�
Ê.³�¤E¥#QRÚ¬ØÛÜÝ # Þß
£àWáE$Ø<âf $ ã6£à.äÐp
WE¥åæ#çèéÁ!êëêwêì$A.
AíAE "WìEîd #ÃE¥AïBðC
-%

ñ0ò\óôõöL�N÷% ø¢Z[
õö�¶påæ# Øù<úlO�QRõö
�¶p#ûalGüwÑá¡üw)ýþÿÉ
Ó!"#$L$K¬W%&nN'#£(ð)
*õö+*ÏÊWL�,-# £C. !'/
0#0/1#1/2"W�*�QR3L4�%
!5fQRN÷W6789OÃb#X:9Ã
QRØÒÚ¬W;<nçè=>?·@=% "
A0º»¼¸¹W]B8C%

D0EFGLHI% *?åý*GLJK

L��hiCMjN+# C1`LOÃb
!OP$ÓQ$hR"DÒSTUV% WlX
Yo&ZPÊ.ö[nhiÓ¬# Y\]^
_�|}��Ó`a[bc¬# Ã`JGL
d9ÓõWbc8e% f:!'&&$"gh`N
ij#ÖÚ!o&`K,,,gk`l¨,,,m
n`Þ³" W`Ngh�Ðå) opo&
!D�OÐÚ¬"Wlëqrw!p#cgØ
O�§¨s9tu$v9tun:9tu%

�0lG!1|±µ"¶·% *?Õ�,
-1N# wxop|y¤z$!¡{|Wµ}
~�`¬"�¶·#�@1|}²`³´#±
�µ}`¬W��)³´!��($�õ%$g
FG"W`¬!��#�0õ��Ì% ��<
��þ�# *?�x $#( ���(����
.� & ���%

+,#!$"# -./$012

FG]^# Á�Oj0*?W��cF
°% >()©*!�"��"W� % A¡<
=#ø¢£!]^�*$Ó¢£*$¤¥N*$
,«¶* "xö¦ #8 !Þ "§à¨,© #_
!ª"§à«c¬#8Î$®ªàe¯°#±
�Î²2$³´½L�Xyµ$½¶�Xy
µ$½D·Xyµ% ±�®¸m¹º2$»¼
ZP2WÏ½æn6¾æ# Ã*&N÷Úx
!-¿²op.WÀBÁ#�#N÷W��*n
]^FGW¦�è"%

O0¨û�#÷�% ø¢IJ!ÂÁOÊ
. $¿�Ã $ÄÅÆ* "WÇ¬ #Èc1%»
P$ÉÊËÌ$Í9Î`D!ÅÆ#Y\Ë(
³Ú;ÏÐ}1ËÌÑÒ % ÓÔÕ!Ö×
)*+ WØ�ix*?�&W÷�~�#ÙL
�ÚåÑ#L�rWXYÛU# Ü÷�W|
FµÝÞ*&W÷�L�Äa�&º2L�
Ñ¶�L�8Ê#ÂÁÊßW:,¶��W»
2àá# âã®ä*mÅÆ]^W½Ï�n
åæ�%

ñ0¨¶m¹]^% ø¢£ç)$>()
¿!Êß»P&xèé#�s?ê³´ër#
ìí &lFî}!OI� "N÷#ÂÁï
Oü¸�ðñò$ ¸�ðâ§mn�#»2

��Ð#Å�Oüóôxõ�Wm¹#ö÷
øZP2aù% C.m¹S·»ú#»úåæ
*##*#ûü7õWý=þ·%

D0¨µ."ZP2% xÿ�m¹�
nZP# *?ÚÔm¹»p# !LMW�
ZP$`2W*"ZPn²2Wá¡ZPÔ
Õ�% #Ñ$%&2!E�iÚÔ!E��
212ó,# Ñ'D·��iÚÔ !D·¥
(ZPÊ."# Ñ#&12üõp�iNÔ
!12ÅÆ $12³´) $Ë(*+ZP $5
,L-.[/0$ �u12ZP" Ä�OÐ
W�RZP�×#ÖÚï3f:W."ZP
2hr%

�0¨!»¼2% ø¢Õ� &45#ç
èÅ6»¼ZP2n782#9Nü*¶�$
^�^:W>()»ú& ;£<wÞ=R>
¬x?@#ÿÍÂ¬W»22A?ê)£¼B
CDxåæ°#ÃE:¬4ÁÚOÒÏ78$
ËÌ$Î`9OÐW��=»2F1*)N÷
GHÊ¬IJÅÆ»2*) Öíç)»úW
ÓP$`P$5,P#8KnL$,Æ(MÏ½
�ÅNO#£öÊP÷øªN$�Naù%

á $--& <Q�#>()*?~lFR,
$&- S#}³´ $( Ò#T45U &! õ�% V
&.*»Pm¹ '& W# óôX (--- ��W
* & W#X .--- ��W* ( W% $--/ <*?
~fÚYóôa $0.! õ�# ØKjWZºc
xõ� % $-.- <fÚ&ðYóôa $0(& õ
�#8¸ó[àC.¸¦�#~�sçºc7
�&8\%�<]C. &0-/ õ�Yóôa#Ú
x$%&^OÈ_ & õ�YóôaW*?%

34#!$"# 567$89:

`a�j�ZP7õ# !ø¢�¶ä+
b�#A0>()*?c<=dYW´e% ø
¢£N÷!Óõf%��#õ�b�(:"x
´e#îc!g.?Ñ$A.��$í.®�$
¤.h.$�.ZP"Wji#Z[lG@6
§¨¾°o&$¾°³´$¾°²2$¾°j
�(�#o&§¨¾k~�$¾kmn$¾k
l�$¾k7õ8¶·#çèxV&~�ÑÒ
Ó��m�% �<£=#*?~�0õ��Ì
..- nÒ#äðÓ�5onopÜp¨$'$#

ÓorWqVrý% �< ! Ù#*?vwx#
!sêhi|}ÏÐ"%

t´WuvZw½±�*?ØOÒÓW
xyz{% O0ÂÁ|ÖWLPZP},% ø
¢Þ�*�x 1$ Ò~[&#C1~[ð�ð
Ó#wx!D�"´�Ñ!��"j×#f:�#
gh«$ ª�«n[§«��×# C.*
?$o&$�3iTn�#$¬�ð¾·
Whr%

ñ0NÔsêhi�% ��sêhiq
��$qÅ°#ê�LPZPÊ.5o#ÚÔ
o& !sêhi�"#Ø��m $ �§¨ù�
ZP% wx¥�"��j×�wõ�#Q��
�?-÷ø�� $1! @#Ú¯�U /!2#�O
@�?-â�/!õ��"%

D0Ô�.j��% *?`¬§¨Ño&
��sêÕÚ!OÛO"h.ÛR#lG!�L
-$�¥($��."¶·% ��<��#*?§
¨~x $.( ���(����.� & ���#
�oäð'K�K$�"#K¸¹���W¸
æw�% ø¢�1qÚÔ!."ó,#ÖíqW
��K�# çè����sêÑ� ER�#
Q���¡Ï5, $- ��# 5�j�ER .-
Ó#V&¢�OER�(���/£E%

�0¤¥¦§ª¨% Â*?Z[£*?
x4aöÐ#IJ!©Ò*"ej#9N³´
�*ª$hi³´«ü$¬1@åf:W¦§
ZPK�#ÖÚ7Kpö[[��#Ëqhi
3[��#1L²Q2~�$op³´®Ñ
W¦§3ZPÐTngk% ´�##* &- Ò
~�n &--- �¦§3®Ñ% �< ' Ù $ ¯#
'K¸¹$ 'Ó!�Kpö[��8°(±
o& !²y�" ¦§3hi�?Ñß¸æw
�&!û³sê´�#ÖÚïµfWNO"%

!qÇ¶gFqÇ¬# qiJS=q·
¸"% �8qW¹º@°à#>()*?hK
¸¹º»¼»¼f½&!-Û# >()AÒ�
"!!��"Þ£]^^�$õ�n�$v¾µ
�$,«¿ÀWqsÁÂÃÄ' "

!"# $%& ' (

!"#$%&'()
,,,�"#$%&>()*?�Å

)*+,-./01 $23

45)*+

%;<=>?@ABCDEFGHIJ&

本报12月22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段晓武 张京贤） 经过10个月
奋战，涉及6个县（市）区10个乡镇90个
村的岳阳市2010年度环洞庭湖基本农
田建设全线告捷。 12月20日，岳阳市政
协副主席、市“环建办”主任万岳斌告
诉记者 ：全市平整土地4.8万亩 ，新增
加耕地2.5万亩； 新修排灌沟渠1397千
米、泵站193座、人行便桥3817座、涵闸

5405个；新修道路940千米。
环洞庭湖项目是岳阳历史上规模

最大、 投入最多、 时间跨度最长的农
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 2010年度项目
投资达4.4亿多元 。 他们在全国首创
“合理定价评审连续两轮不间断抽取
法”， 按 “统一公告 、 统一条例 、 统
一报名 、 统一开标 、 统一评审 ” 原
则， 对项目进行招投标。 在一个项目

中， 每家施工单位只允许报名一次 。
招标结束后， 招标代理机构将中标施
工单位项目经理以及中标监理单位总
监理工程师、 监理工程师及监理员的
培训证原件交省土地开发整理储备中
心封存。 项目实施完成后， 经考核合
格后再返还证件， 以彻底杜绝转包卖
标、 “挂名施工” 现象。

该市强化工程质量、进度、资金监

管。明文禁止不经批准擅自变更设计；
为现场管理人员每人配备尺子、锤子，
将不合格预制件坚决清退， 全市共发
现并砸毁劣质预制四方块、 六方块 、
“U”形槽渠道5000多米 ；每半月巡查
一次， 不打招呼进行暗访或者突击检
查， 将工程质量问题及整改情况纳入
施工单位的诚信考核范围； 对逾期未
完成任务的单位严肃问责。

本报12月22日讯 （记者 秦慧英
通讯员 吴远胜）“张家界市永定区劳
动监察真是我们农民工的保护伞”，近
日， 慈利县江垭镇美世坪村的农民工
腾明国接到被拖欠的24500元工资后
十分激动。和腾明国一样高兴的，还有
他的79位农民工工友， 他们共拿到因
建筑公司层层转包而欠下多时的53万

余元工资。
为确保年底不拖欠农民工工资 ，

张家界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加大劳动维
权力度， 大力实施劳动纠纷案件及时
受理、及时立案、及时办结的“三及时”
制度， 依法纠正和查处拖欠农民工工
资违法行为。 同时完善对内督办的措
施，对正在受理的案件，采取监察员监

督、领导督办；对还未办结案件，采取
领导督察、监察员落实，案件办结效率
大为提高。

他们还对投诉案件办理情况实行
“公示”制度，自觉接受投诉者和社会
的监督。公示制度实行以来，投诉者对
案件办理情况的满意度得到提高，案
件办结时间明显缩短， 特别是对于群

体性农民工投诉案件，办结效率更高。
该市劳动保障监察机构仅用3天时间
为21名怀化籍民工解决高速公路跨线
桥工资21.92万元；仅用5天为市内一住
宅小区工地的34名农民工追回工资
20.91万元。 目前，该市共办理101件农
民工工资投诉案件， 为1756位农民工
追回工资1025.6万元。

本报12月22日讯 （通讯员 欧
阳友忠）花木成畦，窗明几净。12月
16日 ， 省卫生县城检查考评组一
行 ，在宁远县委 、县政府机关大院
看到这样一幅赏心悦目的景象，不
禁连连称赞该县机关事务管理规
范有序，探索出了一条好路子。

宁远县委、 县政府机关大院于
2003年新建，共有近100个机关单位
和近1000名机关干部在这里集中办
公，管理和服务工作量大面广。为探
索机关事务管理服务新路子， 宁远
县机关事务局在进行深入调研和广
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 创办了独立
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实行收
支两条线管理的机关物业服务中
心。目前，机关物业服务中心已发展
到8个部门， 服务领域延伸到物业、
绿化、水电管理等方面。他们在搞好
机关管理服务的同时， 还开展增收
节支活动， 将机关物业服务中心推

向市场，办起了苗圃和洗车场，除为
机关大院内52个单位室内摆花外，
还承接机关大院外13个单位的园林
绿化和9个单位的保安保洁工作。因
此解决了经费缺口问题， 添置了价
值400余万元的保安、保洁设备和物
业服务、绿化专用车。机关物业服务
中心成立以来， 累计为财政节约行
政支出1600余万元， 平均每年节支
200万元以上。

为扩大县直机关集中办公和对
外服务的规模， 县机关事务局采取
处置、 整合行政资产和打捆贷款的
办法，筹集建设资金4000万元，建成
占地面积4500平方米 、 建筑面积
11000平方米的政务服务中心。将全
县46个部门实施的280多项审批和
服务项目全部纳入中心办理， 方便
群众办事。目前，该县政务服务中心
每年都接待永州市重要会议2到3
次，接待群众办事2万件次以上。

确保食品安全放心

汉寿商务行政执法惠民生
本报12月22日讯 （通讯员 李进 饶晔 高新民 蔡少波）

12月21日凌晨2时， 汉寿县商务行政执法大队根据群众举报，
一举捣毁县城附近一家私屠滥宰窝点， 当场没收3头生猪和
相关屠宰工具。 这是该县大力开展商务综合行政执法、 确保
城乡市场食品安全的一幕。

去年7月， 汉寿县被确定为全国商务综合行政执法和全
国市场监管公共服务体系项目建设试点县， 并成立汉寿县商
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设立 “12312” 商务举报投诉服务中
心。 一年多来， 汉寿县商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以加强城乡市
场监管、 规范市场秩序为主攻点， 在全县开展创建 “放心食
品示范街”、 “放心肉示范店”、 “生猪定点屠宰场升级达
标” 和 “成品油经营网点规划申报年检” 等一系列活动。 通
过业主申报、 社会公议， 先后评选出南正街、 汉南路等3条
“放心食品示范街” 和120多家 “放心肉示范店”， 带动全县
城乡商务综合市场经营管理秩序明显好转。

与此同时， 县商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牵头， 联合公安、
工商、 卫生、 畜牧等职能部门， 先后开展集中销毁病害猪
肉、 酒类 “百日打假” 联合执法、 成品油非法经营整治、 食
品安全专项整治联合执法行动， 捣毁生猪私屠滥宰窝点7个，
查处白板猪肉2500多公斤、 假冒伪劣酒587件、 不合格食品
1295公斤、 成品油违法经营户4家， 全县无害化处理病死猪
471头， 确保群众吃上 “放心肉”， 喝上 “放心酒”。

本报12月22日讯 （通讯员 黄
志江）近日，桂东县集体企业退休职
工扶秋根、 陈祥文两位年龄达80岁
的老人拿到养老金存折， 享受到今
年1月以来的养老金近万元时激动
地说：“感谢党和政府， 今后我们的
老年生活就有保障了！”这是该县积
极解决未参保养老保险集体企业职
工养老保障问题的一个缩影。

今年， 桂东县人社部门把未参
保集体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障问题列
为改善和保障民生工作的重中之
重， 针对不同年龄段的职工实行不
同的参保政策。 对1995年8月以前到
达退休年龄的退休人员， 免缴养老
保险费全部纳入养老保险范围，对

1995年9月以后到达退休年龄的退休
人员， 视不同情况缴纳一定的养老
保险费后纳入养老保险范围， 对上
述两类人员在2010年12月前到达退
休年龄的，从今年1月起全额发放养
老金；今年1月后到达退休年龄的从
次月发放养老金； 今后到达退休年
龄的， 只要交清了政策规定的养老
保险费， 就能按时享受养老保险待
遇。截至目前，全县已办理集体企业
退休人员养老金核审手续117人，今
年发放养老金120余万元。至此，全县
未参保集体企业退休人员全部纳入
了养老保障范围， 使这类人群实现
了“老有所养”，也标志着养老保险覆
盖了桂东县全体城镇退休职工。

本报记者 王晴 通讯员 胡子贵
张明子 丁会云 金勇

“高山渡建桥圆了乡亲们的梦
想，我们再也不用坐船摆渡了！”12月
18日，62岁的李柏根从刚刚建成的源
潭河高山渡桥上走过时动情地说。

高山渡位于临湘市源潭镇黄
盖村 ，因源潭河阻隔 ，全村12个村
民小组1600多群众出行和生产生
活物资进出全靠木船摆渡，经常发
生船翻人亡的惨剧。

去年6月， 临湘市交通局在访
民情时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局长李
征雷亲自上长沙 、跑岳阳 ，多次向
省、市交通主管部门汇报。今年初，
工程正式动工建设。全村群众踊跃
参与、 全力支持。52岁的妇女丁海
英， 老伴和子女都在外地打工，她
不仅主动将自家房子腾给施工队
住， 还无偿为施工队烧茶做饭。经
过11个多月的紧张建设 ， 全长90
米、宽6.5米、总投资384万的4跨平
板大桥，屹立于源潭河高山渡上。

环洞庭湖基本农田建设告捷
岳阳新增加耕地2.5万亩

张家界加大劳动维权力度

帮助农民工追回千万元工资

高山渡建桥圆了村民梦

退休未参保 全发养老金
桂东让集体企业退休员工老有所养

一手抓政务 一手抓物业
宁远两个“中心”探出机关事务管理新路子

12月22日， 长沙市岳麓区举行2012 “福满星城” 购物消费节启动仪式。 消费节启动
后， 该区为全区8515户低保家庭每户赠送了面值100元的爱心年货卡。

本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舒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