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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邵阳市 小雨 4℃～6℃
湘潭市 小雨 3℃～5℃

张家界 小雨 4℃～6℃
吉首市 小雨 4℃～6℃
岳阳市 小雨 2℃～5℃

常德市 阴转小雨 2℃～5℃
益阳市 小雨转雨夹雪 3℃～5℃

怀化市 阴转小雨 2℃～4℃
娄底市 阴转小雨 3℃～6℃

衡阳市 小雨 5℃～6℃
郴州市 小雨 4℃～8℃

株洲市 小雨 3℃～6℃
永州市 小雨 4℃～6℃

11
长沙市
今天到明天，阴天有小雨
北风 2～３ 级 2℃～5℃

本报2月14日讯（记者 邓明 白培生
通讯员 李秉钧 骆国平 侯体俊）桂阳
县统计部门新近公布的数据显示，去
年该县非公有制经济实现强势增长，
完成经济增加值147亿元、 创税收8.4
亿元， 比上年分别增长25.8%、58.5%，
其税收占县财政总收入54.1%。

为大力发展非公经济，近几年来，

桂阳县不断优化投资环境，实行一个
领导或一个部门联系1至2家民营企业
工作制度，帮助解决企业发展中遇到
的困难和问题，每年为非公经济组织
排忧解难1000余起。 各职能部门减免
相关收费，减轻企业负担。

桂阳县还积极为企业融资搭建平
台，及时为企业提供政策指导、信息咨

询， 帮助企业争取上级项目资金支持，
包括淘汰落后产能、节能减排、技术改
造、技术创新、中小企业发展、贷款贴息
等方面。 去年，共帮助企业申报各类项
目近20个， 争取上级资金8200余万元。
同时牵线搭桥， 通过组织举办银企洽
谈会、 中小企业融资对接促进会等，帮
助企业融资近3亿元。 该县民营企业银

星公司在县里支持下， 淘汰落后产能，
扩建高新产品生产线， 成功实现转型，
去年创产值14.9亿元，比上年增长56%。

对非公有制企业纳税大户，桂阳县
安排专项资金予以重奖，使其不断发展
壮大。 目前，已引导扶持各类非公企业
620余家，其中规模企业58家。这些企业
已成为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本报2月14日讯 （记者 段云行
贺威 通讯员 潘新杰 ）2月13日 ，国
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布了2011年
“国家园林城市”名单，娄底市成为
我省2011年度唯一获得 “国家园林
城市” 殊荣的城市。 这标志着继长
沙、株洲、湘潭、常德、岳阳后，我省
“国家园林城市”增至6个。

从2000年开始，娄底启动“国家
园林城市”创建活动，先后获得全国
绿化模范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荣

誉称号。 11年来，娄底65条城市主次
干道全面绿化， 新建了珠山公园、体
育公园等8个公园广场， 新增公园绿
地面积253公顷。 在全民创建“国家园
林城市”活动中，娄底开展了“爱我娄
底·绿化家园”树木捐植活动，全市共
有171家单位、2万多人踊跃参与，捐
款捐树总价值达738万元。 现在，娄底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39.8%， 绿地率
达34.9%， 城市公园绿地面积356.6公
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9.51平方米。

本报2月14日讯 （邓明 白培生
李秉钧）2月13日， 郴州市召开干部
作风大整顿会议，出台了“五个一律
免职” 问责办法， 对干部 “索拿卡
要”、参与赌博、醉酒驾驶、违反规定
大办婚丧喜庆及上班时间打牌 、炒
股、玩电游或到歌舞厅、洗浴场所休
闲娱乐的一律免职， 在全市干部队
伍中掀起作风整治风暴。

今年初， 郴州市委经济工作会
议提出“大干新三年，再创新辉煌”，
加快交通大建设、产业大转型、城市
大提质等。而干部作风实不实、好不
好，关系发展快慢和质量好坏。为防
止“工程建起来、干部倒下去 ”现象
的发生，市里决定，全面整顿干部思

想作风、学风文风、工作作风 、领导
作风和生活作风。

为使干部作风大整顿深入开
展， 郴州市出台了党政机关工作人
员作风问责暂行办法， 对党政机关
及工作人员精神不振、政令不畅、纪
律不严等7种情形予以问责。 对情节
较轻的，给予批评教育、责令书面检
查、诫勉谈话；情节较重的 ，给予通
报批评、责令公开道歉、停职检查 ；
情节严重的，责令辞职、免职 、辞退
或解聘。市委书记向力力表示，只有
用铁的纪律、 铁的手腕抓好作风建
设，才能永葆党的纯洁性，才能从根
本上抓好反腐倡廉建设， 才能真正
做到干净干事，风清气正促发展。

本报2月14日讯 （通讯员 李勇军
吴祥淼）2月13日15时许， 通道侗族
自治县独坡乡新丰村、骆团村（两村
同处一个自然大团寨） 发生一起房
屋火灾。 据初步统计，火灾共烧毁房
屋70余栋, 直接受灾群众500余人，直
接经济损失约400万元，无人员伤亡。

灾情发生后， 通道侗族自治县
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在长沙出差的
县委书记杨先容当即指示在怀化开
会的县长钦代寿立即赶回通道进行
指挥调度，迅速启动应急预案，成立
以县长任指挥长的应急救援指挥
部。 县委、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府、县
政协四大家领导带领县委政法委 、
县应急办、县民政局、县公安消防大
队、县安监局、中华联合保险公司等
部门人员迅速赶赴现场指挥救灾 ，
靠前指挥。 18时20分，火情被控制。

火灾无情人有情。 灾情发生后，
县委、 县政府号召全县上下积极组
织开展灾后救助、重建工作 ，力争8
个月之内完成灾区重建任务， 确保
不因灾挨饿受冻。 县财政及时安排
专项救灾资金260万元；县民政局紧
急调配救灾物资， 及时拨付救灾棉
被600余床 、棉衣500余件 、大米1万
余公斤。 全县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开
展捐款捐物活动， 帮助受灾群众渡
过难关，目前已收到捐款30余万元，
捐物1200余件、食物13吨。 同时，该
县积极做好受灾群众的安置工作 ，
及时将受灾群众安置到学校、 未受
灾户或周边村寨村民家中， 妥善解
决受灾群众的温饱问题。

目前，灾区社会秩序良好，灾民
情绪稳定， 救援及善后工作有序进
行。

本报记者 匡玉
通讯员 谭顺之 陆元连 宁一龙

云集讲坛是衡南县“文化强县”
主打品牌项目。 2月14日，云集讲坛
龙年首次开讲 ，探讨 “湖南精神 ”成
为重头戏。 全县各界100多人聚集县
文化馆，用讲、写、唱等多种形式，对
“湖南精神”进行了深入探讨。

云集镇是衡南县城。 2月14日，
天上飘着细雨，空中透着寒意。 上午
8时许 ，100多人陆续来到县文化馆
一楼大厅，他们中有党政干部、企业
家 、驻衡南解放军代表 ，也有教师 、
学生 、妇女代表及书法家 、曲艺家 、
农民工等，年纪大的近80岁，小的还

是10多岁的中学生。 大门口，两条红
底大横幅格外醒目：“热烈欢迎衡南
县各界人士参与 ‘湖南精神’ 大探
讨 ”、“努力提高衡南人们文化生活
的自觉性和自信心， 有效调动大家
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上午9时，云集讲坛开讲。 县委常
委、宣传部长邱清燕代表县委、县政府
主讲。接着，县党校教师王向东及中学
生、文化工作者、农民工代表等纷纷登
台演讲。他们从王船山的知行哲学观、
毛泽东思想、 衡阳保卫战中衡阳人不
怕死精神等多个方面，对“湖南精神”
进行了论述。 发言者时间长的超过30
分钟，短的只有四五分钟。

在县文化馆书画展览室，10多位

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对湖南知名人
士毛泽东、王船山、杨度、曾国藩等题
的名句，如“为人民服务”、“知行并进、
经世致用、自强不息”等，用多种字体
进行书写。 他们一个个聚精会神，一丝
不苟。 记者不由感叹，“湖南精神”大探
讨已在衡南人民中掀起一股春潮。

12时许，经过充分热烈而富有激
情的探讨，与会者形成共识，他们提
炼的湖南精神为“忧国爱民，重义敢
为，火辣敢闯，为民自强”。衡南籍书法
家全养愚将这16个字写成大横幅，与
会者拉着大横幅在县文化馆广场前
高呼：“忧国爱民，重义敢为，火辣敢
闯，为民自强。 ”与会的曲艺工作者还
即兴谱曲，大声吟唱，高呼声和歌唱
声在云集上空回荡，久久不息。

本报2月14日讯（记者 左丹 通讯
员 鲁青松）“以前每餐是12元，今年怎
么只收9元了？ ”昨天是长沙市中小学
正式上课的第一天，该市芙蓉区中小
学的学生家长们发现，校园午餐价格
下调了。 据悉，从这个学期开始，芙蓉
区不仅规范统一了全区校园午餐的
收费价格，而且进一步规范了用餐标
准，即每餐必须是“两荤一素一汤”。

据该区教育局局长周见阳介绍，

校园午餐收费标准和用餐标准，以前
各校各不相同， 高的每餐收费达14元
（含午休管理服务），少的也有10元。这
样部分学校食堂存在一定的节余空
间。 为使每一分钱的餐费都用在学生

身上，去年下半年该区教育局联合区
物价局、审计局一起对全区校园食堂
进行了成本核算，按照“保本不盈利”，
“多退少补”的原则，将全区校园午餐
价格统一规定为每餐收费9元，并制订

了统一的用餐标准 ，即 “两荤一素一
汤”。“这是一项良心工程，我们必须办
好。 ”周见阳表示。

不仅如此，该区还进行了校园午餐
配送试点。 即利用具备较大制作规模
的马王堆中学食堂为城区不具备午餐
制作条件的浏正街小学、曙光路小学提
供标准营养午餐统一加工和配送。 今
天，这两所小学的学生们第一次吃到了
配送过来的香喷喷的营养午餐。

公交车司机行车中突发脑溢血，
但以超人毅力踩住了刹车———

生死瞬间
本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刘文颖 李勤

2月11日，怀化市洪江区公共汽车
公司司机罗红池在行车途中，突发脑
溢血，眼看就要跌进5米深的池塘，但
他凭着超人的意志， 死死踩住刹车，
挽救了30余名乘客的性命， 自己却昏
倒在方向盘上。

连日来，罗红池的事迹在古商城
洪江传诵，数百市民来到医院看望这
位病危中拯救一车乘客的传奇司机。

2月14日，乘客向同发向记者介绍
了事发经过。 2月11日20时左右，他在
萝卜湾乘坐罗红池开的公交车到洪江
街上去，快到长寨（地名）时，车子开始
不按线路行驶，摇摇晃晃，一下向左、
一下向右，车上乘客有的叫嚷起来，可
开车师傅好像没有听见似的， 车子完
全脱离向右行驶的路线。 满车乘客惊
慌起来，有大叫的，有骂的，个别胆小
的还哭起来， 可司机却耷拉着脑袋倒
在车窗边。这时，一位有经验的乘客突
然喊道，司机可能发病了。 此时，罗红
池还有潜意识，听到乘客的喊叫声，他
艰难地抽动一下身子， 用脚死死踩着
刹车，车子终于停下来了。

车停后，乘客隔着玻璃向外看，惊
出一身冷汗。如果车子再向前行驶10多
厘米，就会掉进一个深约5米的鱼塘。

洪江区公交公司负责人得到消
息 ，迅速赶到事发现场 ，看到罗红池
已完全昏迷，两眼无神，情况危急，马
上将他送医院抢救。

据医生介绍，罗红池在脑溢血发
作时 ，能踩住刹车停下车来 ，简直是
个奇迹，没有强烈的责任感和超人的
毅力是不可能做到的。

2月13日， 罗红池从昏迷中醒来，
但已半身瘫痪。 见到守候在病床边的
同事，他焦急地问道：“乘客怎么样？ ”
听了这话，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娄底成为“国家园林城市”

出台“五个一律免职”问责办法

郴州对“索拿卡要”干部一律免职

通道发生一起房屋火灾
无人员伤亡，救援及善后有序进行

图 为
通道侗族
自治县机
关干部在
为受灾群
众捐款。
吴祥淼 摄

桂阳非公有制经济强势增长
去年创税收比上年增长58.5%

2月14日是西方情人节，长沙街头举行以“爱我所爱”为主题的接吻大赛，百对情侣激情拥吻。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

记者在基层

云集开坛探讨“湖南精神”

芙蓉区给校园午餐价格挤“水分”
规定“两荤一素一汤”收费9元

!!!———亚平手记⑤
拯救江豚

岳阳洞庭湖旅游度假区
洞 庭 湖 国 际 公 馆 协办

本报记者 徐亚平

淫雨霏霏下洞庭，深情眷眷访渔
民。 边拍片，边考察，36个小时争分夺
秒。 2月12日至13日，日本NHK资深记
者冈本健吾和中国中央电视台梅地
亚中心制片人贺刚一行4人， 专程来
到岳阳寻找江豚。 当了解到江豚危机
后，深感环境保护刻不容缓。 冈本健
吾多次跟我说 ：“中国不能走日本的
环保老路！ ”

“豚 ”为媒 ，飞越千山万水来相
见。 冈本健吾是日本京都人，45岁，今
年来到NHK中国总局工作。 连日来，
他先后在《中国日报》、《湖南日报》等
多家媒体、网站看到了岳阳市江豚保
护协会的新闻。 “海量信息让我深受
感染，深受教育。 ”他很快通过中央电
视台梅地亚中心制片人贺刚联系上
了我。 每天都发来信息相约：共同推
动江豚和环境保护大业。

2月12日早，烟雨蒙蒙。 冈本健吾
和贺刚一到岳阳，就马不停蹄开展工
作。 参观江豚保护协会江豚图片展；
和协会志愿者座谈 。 对协会工作进
展，他一口气刨根问底3个多小时。

两天中，他既兴奋，又焦虑。 每到
吃饭的时候 ， 总是说 ：“简单点 。 拜

托。 ”草草扒几口饭，又匆匆赶往下一
个点采访。 虽然雨冷风寒，但其工作
热情丝毫不减，他不停地打听江豚的
情况，认真地记录着。

贺刚曾留学日本，热衷中日文化
交流。 此时，尽管腿脚不方便，但他却
既当导演，又当翻译、制片。

冈本健吾是一个记者，更是一个
环保主义者。 在洞庭湖上，在岳阳街
头，他一次次和我推心置腹。 “中国现
在经历的高速发展时期， 日本也经历
过。 而那时，日本忽略环保，好多物种
都灭绝了，现在想补救都晚了。 ”他叹
息道：“发展重要，生存空间更重要。 环
境保护和经济建设要摆在同等位置。
中国绝不能走日本的环保老路！ 发展
经济千万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

日本记者不停地 “拷问 ”中国记
者———

“您为什么带头保护江豚？ ”
“白暨豚和江豚已经在长江里生

活了2500万年 ，它们是地球上的 ‘老
居民’，人类没有理由喧宾夺主；江豚
和人类一样 ，都是哺乳动物 ，都是活
生生的生命，都是地球的主人。 人类
没有权利以强凌弱！ ”

“您保护江豚都遇到了哪些困难？ ”
“困难很多。 首先是不被公众理解，

反而被认为是图名图利；其次是资金十
分紧张， 目前没有获得一分钱的资助。
今年已经展开12项工作，如开展水上巡
逻；建造10块公益广告牌；帮助渔民上
岸、转产转业等，已花费几十万元。 ”

“既然保
护江豚如此
艰难，为什么
不放弃？ ”

“如果
我们放弃江
豚 ， 就意味
着还会放弃
更多珍贵物
种 ， 放弃人
类的生存环
境 。 如果人
人都不承担
应尽的一份
责任 ， 那么
人类的未来
实在让人担
忧！ ”

在大湖
上 、风雨中 ，
我和冈本健
吾 、 贺刚紧
紧 相 拥 ， 热

泪交织，誓言“决不退缩，决不放弃”。
江豚保护协会副会长彭祥林知

道冈本健吾来自日本京都，忙给留学
日本京都的女儿打电话。 一个是岳阳
人在京都，一个是京都人在岳阳。 冈
本健吾接过电话，好激动：“你父亲和
他的朋友们都是江豚保护的志愿者，
我很敬佩。 我也要做他们的志愿者，
用真实客观的报道，呼吁全球爱心人
士共同来保护中国江豚！ ”

日本NHK记者冈本健吾友情提醒———

“中国不能走日本的环保老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