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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

� � � �本报6月8日讯（记者 陶海音 蒋剑平 通讯员 何同英
唐高波 唐青山 何比峰）邵阳市北塔区把交通作为经济发展
的“生命线”，大力推进“路网拓城、工业兴区”战略，对外接通
“主动脉”，实现高速化；对内编织交通网，实现快速化。

便捷的交通环境带来人气、物流、项目。5月19日，拟投资10亿
元的中国君子文化产业园、投资8.3亿元的恒深·生态城五星级酒
店等一批大项目，在中博会上成功签约落户北塔区。

近3年，北塔区通过政策争资、银行贷款、以地换路等方式
加强交通投入，共计已投入资金10亿元以上。二广高速互通，沪
昆高铁邵阳连接线、G320、S217公路改造等国家、 省重大路网
工程相继落户，使北塔区全面融入全省“两型”试验区“两小时
经济圈”。区内建成了以蔡锷路、魏源路、汽车北站、西湖大桥等
路、站、桥为核心的城市路网，形成了“三桥一站、三纵五横”城
市主干道路。农村道路则实现了村村通水泥路。

交通格局之变，引领经济布局。改造后的蔡锷路贯通南北，
沿线已集聚湘窖酒业、李文食品、东信棉业、信多利高科等29家
大企业落户，培育形成了食品、纺织、酿酒、机械制造等4大产业，
沿线工业区去年实现财政收入超2亿元， 占该区财政总收入的
83%。新拓的魏源路横贯东西，沿线新崛起的地产楼盘、超市、酒
店、歌厅，成为全市三产蓬勃发展新高地。今年启动的桂花大桥
则使资水沿岸的茶元头乡白田、 刘黑等6个村迅速变成投资热
土，已引来恒深地产、鑫众园林等滨水别墅开发项目，总投资超
过15亿元。

交通格局之变，加速城乡统筹发展。现在，北塔区实现了农
副产品 “半小时”入城，全区一半以上乡村开通了公交车、安装
了路灯、建起了垃圾站等环卫设施，60%以上农民过上了“城里
人”的生活。

� � � �本报6月8日讯（记者 朱章安 通讯员 谭
春兰 蒋正才 谭文灵）近日，衡东县杨桥镇鹤
岭村364名村民联名给县委组织部写来一封感谢
信， 感谢驻村工作队帮村里建起了村级活动场
所 ，拉通了村级公路 ，并引资成立了种 、养合作
社。

衡东县有基层党组织1186个。今年来，该县在
村（社区）党支部推行“四化三强”，即党员活动多
样化、活动场所规范化、党务工作程序化、支部作
风实效化，强化组织、制度与财力保障。要求党员
亮出身份，积极参与各项公益性活动，提高群众对
党员的认同度。县财政投入600万元，新建100个村
级活动场所。县里印发村（社区）党支部工作解说、
图示手册，党员“随身带、随手翻、随心用”。

同时， 衡东县把 “边远村、 贫困村、 后进
村” 班子建设作为农村基层组织整建重点， 开
展 “三村大帮促 ” 活动 。 县里从组织 、 民政 、
经管等部门抽调96名干部 ， 组成24个工作组 ，
由班子成员及农村工作经验丰富的干部任组长，
进驻 “三村”， 帮助村里加强班子和党员队伍建
设， 加强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 开展为民服务、
为民办实事活动 。 “帮促 ” 活动中 ， 先后为
“三村” 落实引资项目180多个， 建各类专业合
作社200多家。 群众普遍反映， 驻村 “帮促队”
问题抓得准， 路子走得对， 作用大、 实惠多。

通过推行“四化三强”、开展“三村大帮促”活
动， 衡东县有效增强了农村基层组织的创造力、
凝聚力和战斗力，全县涌现出一大批“星级”党支
部和模范党员。目前，已建立乡村党员服务中心
701个，党员志愿者队伍扩大到8000余人；党员致
富能手创办生猪、黄贡椒、苗木、油茶等农民专业
合作社143个。 全县农村基层组织还为群众办实
事6400多件，兴办农业项目500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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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本报6月8日讯 （记者 何国庆 ）
今天下午5时， 随着外语终考铃声响
起， 今年我省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
顺利结束。 高考评卷工作随即展开，
预计最迟在6月26日公布高考成绩。

今年我省继续实行网上评卷。 目
前阅卷点设备检查和试运行已经完
成， 阅卷教师选聘和各种技术支持均
已准备就绪 。 6月8日开始答题卡扫
描， 6月11日评卷工作全面展开。

据悉，今年高考成绩公布后，即进
入志愿填报阶段。 考生填报志愿的时
间统一为：本科提前批志愿和“贫困地
区专项计划” 志愿6月26日至27日填
报，其他批次志愿6月28日至7月2日填
报。 有关批次的征集志愿填报时间分
别为：本科一批7月18日，本科二批7月
24日，本科三批（A）7月31日、本科三批
（B）8月7日， 高职专科批第一次8月18
日、第二次8月21日。

教育部出国留学服务中心
湖南大学出国留学基地
招生热线 0731-88826061
http://gjxy.hnu.cn

高考招生关注

协办

高考圆满落幕 网上评卷旋即展开，
26日公布成绩并开始志愿填报

� � � � 6月8日下午5时许， 在长沙市天心考区明德中学考点， 一群考生面带轻松笑容走出考场， 尽情释放紧张心情。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本报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刘玉晖 谢立芳

国家发改委8日宣布， 自9日
零时起， 将汽油、 柴油价格每吨
分别降低530元和510元， 测算到
零售价格90#汽油和0#柴油全国
平均每升分别降低0.39元和0.44
元。

湖南汽柴油零售价格下调
后， 93#汽油7.29元/升、 97#汽油
7.75元/升 、 90#汽 油 6.83元/升 、
0#柴油7.16元/升 ， 分别降低0.42
元/升 、 0.44 元/升 、 0.4 元/升 、
0.43元/升。 我省的93#、 97#汽油
全面破 “8”。

这是继 2009年油价调整以
来， 降幅最大的一次调整； 也是
继今年5月10日以后， 本年度第2
次降价。

【降价效应】

加油站：
降价前车主加油减量

“知道要降价， 所以今天只
加100元。” 6月8日下午， 在位于
开福区华夏路的民营企业二轻加
油站内， 私家车主王先生告诉记
者。

该加油站负责人陈先生介
绍， 这几天来， 不少车主知道要

降价的消息， 明显减少了每次加
油量。 陈先生表示， 降价后， 各
加油站还会有适当的优惠幅度。

根据国家发改委规定， 油价
下调需要满足两个条件： 一是国
际市场三地 （布伦特、 迪拜和辛
塔） 原油价格移动平均价格变化
超过4%， 二是国际油价下降时间
超过22个工作日。

国际油价下降4%的条件早在
5月下旬就已满足， 而在5月10日
下调油价后 ， 22个工作日也于6
月8日 “期满”。 因此， 油价下调
窗口开启成为定局。

【降价影响】

出租车司机：
一月省400多元
降价之后， 车牌尾号为Y812

的车主李先生很高兴。
“我是跑粮油运输的， 以前

每隔两天就要加200元油 ， 一个
月大概要3000元 ， 现在油价下
降后 ， 一个月大概可以省下200
元”。

油价下调后， 对于出租车司
机来说 ， 也可缓解部分用车压
力 。 “的哥 ” 李师傅向记者表
示， “我以前每天开车要花费油
费近300元 ， 降价后 ， 一个月下
来怎么也能省400多元吧！”

据国内大宗商品资讯门户网
站卓创资讯预计， 此次成品油价
下调 ， 一方面将适当拉低6月份
的CPI涨幅约0.14个百分点， 利于
控制通胀； 另一方面， 成品油作
为最基本的生产资料， 其价格的
下调将会降低各产业的经济运行
成本， 刺激经济增长。

� � � �据新华社上海6月8日电 （记者 刘
雪 王蔚） 6月9日零时， 我国成品油价
格年内二度下调，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
每吨分别下调530元和510元， 相当于每
升下调0.39元和0.44元。

经过两次成品油下调之后， 一季度
油价上涨幅度基本被消化， 交通运输、
物流等用油单位有望明显减负。 专家表
示， 如果后期国际油价维持当前的低迷
态势， 7月份国内消费者有望再度享受
油价下调的 “福利”。

下调幅度创近3年之最
这次国内油价下调创出近三年的最

大跌幅， 也是自2009年以来首次出现国
内油价连续两次下调。

算上这次油价调整， 今年上半年国
内油价累计经过两涨两跌。

5月10日我国油价年内首度下调 ，
其中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330元和
310元。 与之前的涨幅相比， 5月份油价
下调幅度较小 ， 对消费者来说并不解
渴。 而经过6月这次幅度较大的下调之
后， 国内油价基本化解了一季度两次上
调的涨幅。

虽然这次成品油价格下调幅度较
大， 但与市场预期相比， 仍存在差距。
此前不少研究机构测算这次下调幅度可
能达到每吨600—700元。

降价 “福利” 谁受益？
这次国内成品油调价幅度较大， 北

京、 上海、 深圳等城市93号汽油价格均
可告别 “八元时代”。 （下转8版④）

国内成品油价今年第2次降价，3年来最大降幅

湖南汽柴油每升降价0.4元以上

� � � � 本 报 武 汉 6 月 8 日 电 （ 记 者
刘文韬 ）今天下午，美国驻华大使馆
在北京召开媒体见面会， 介绍扩大北
京签证服务及美国驻武汉总领事馆将
开展签证服务的有关情况。其中，美国
驻武汉总领事馆力争于2014年夏天开
始， 为包括湖南在内的我国中部地区
居民提供赴美签证业务。届时，我省居
民将不用再千里迢迢赶到北京办理签
证，就近在武汉即可办理。湖南、湖北、
江西、河南4省的部分媒体应邀在美国
驻武汉总领事馆通过远程视频参加了
媒体见面会。

据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介绍 ，
由于美国驻武汉总领事馆目前尚无
签证服务，因此湖南、湖北、江西、河
南等中部四省的居民只能到北京的
美国驻华大使馆， 或驻上海和广州
的总领事馆办理赴美签证。 随着近
年来包括中部地区在内的中国居民

对美国签证服务的需求持续上升 ，
以及中部地区省份经济社会发展取
得的成绩， 使美国驻华大使馆决定
扩大驻武汉总领事馆在签证、 领事
等方面的服务， 既使中部地区居民
申办赴美签证更快捷、方便，又能进
一步促进双方的交流与合作。

根据计划， 目前美国驻华大使
馆已派遣一个工作小组到武汉 ，启
动新的总领事馆的选址及建设工
作，在此基础上，计划增加50个新的
领事官职位。 通过扩大领事馆的设
施和人手，提高办事服务能力。整个
工作力争在2014年夏天完成。届时，
驻武汉总领事馆将达到每年处理20
万份签证申请的能力。同时，驻武汉
总领事馆开设签证服务后， 又将减
少大使馆及驻上海和广州总领事馆
的工作压力，提供更周到、高效的签
证服务。 （下转8版①）

� � � �本报6月8日讯（记者 李文峰 通
讯员 张斌 张发明 廖蔚佳）今天，记
者从 “故宫·湖南醴陵釉下五彩瓷珍
品展”新闻通气会上获悉，这次展会
将于6月28日在北京紫禁城拉开帷
幕，为期两个月。除举办斋宫釉下五
彩瓷珍品展外，还将由故宫出版社出
版釉下五彩瓷珍品集《醴陵窑》、举办
国际专家研讨会等。

醴陵市委书记蒋永清介绍，1976
年10月，以展出醴陵陶瓷为重点的湖
南陶瓷展曾在北京中山公园举行。据
记载， 当时中央领导同志光临参观，
盛赞“天下名瓷出醴陵”，给醴陵发展
陶瓷产业增添了信心。此次“故宫·湖
南醴陵釉下五彩瓷珍品展”是醴陵陶
瓷首次在故宫博物院展出，对于当前
全市上下奋力打造千亿陶瓷产业集
群，意义重大。

据了解 ， 此次展览分 “千年窑
火”、“横空出世”、“当代国瓷”、“文化
新瓷”4部分。 （下转8版③）

美国驻武汉总领事馆将开展签证服务

两年后我省居民可望
在武汉办理赴美签证

醴陵釉下五彩瓷珍品
将在紫禁城展出

� � � �清宣统三年醴陵釉下五彩扁豆
双禽图凤尾瓶， 曾在1915年美国旧
金山巴拿马国际博览会荣获金奖。

资料照片

北
塔
区
便
捷
交
通
拓
城
聚
财

� � � � 本报 6月 8日讯 （记者 贺佳
胡信松 陈淦璋 ） 今天上午 ， 上海
浦东发展银行在湘批量设立村镇银
行启动暨签字仪式在长沙举行。 浦
发银行作为主发起人 ， 将在衡南
县、 茶陵县、 临武县、 沅江市批量
设立4家村镇银行 。 省委副书记梅
克保出席启动仪式并致辞。 他希望
村镇银行立足县域， 服务 “三农”，
以农村地区为主战场， 以农户和小
微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 做农民朋
友的 “及时雨”、 贴心人。

2009年， 浦发银行首次在我省
发起设立了资兴浦发村镇银行 。目
前，已累计向当地 “三农 ”经济和中
小企业投放信贷资金20多亿元 ，累

计创税2000多万元， 带动了当地金
融服务水平的整体提升。 此次浦发
银行计划在全国设立 12家村镇银
行，湖南就占据了三分之一强。启动
仪式上，浦发银行分别与衡南县、茶
陵县、临武县 、沅江市等4县 （市 ）签
订了银政合作协议。据悉，年内将至
少有3家浦发村镇银行顺次开业，最
迟明年一季度全部开业。

梅克保在致辞中指出， 湖南近
年来积极抢抓党中央、 国务院支持
农村金融事业发展的政策机遇， 推
动全省农村金融事业特别是村镇银
行快速发展 。 截至今年5月底 ， 全
省已有17家村镇银行开业运营， 年
底有望达到30家。 （下转8版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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