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7月25日讯 （通讯员 罗中华 陈艳
刘文奇 记者 杨军）近日，桃江县浮邱山乡给
田家冲村、禁牌村困难党员发放了 “党员爱心
基金”。

今年初，浮邱山乡干部在“下基层惠民生”
活动中，走访了不少困难党员。 田家冲村老党
员符仓保和禁牌村老党员吴范秋，都有80多岁
了，年轻时为村里发展作了不少贡献 ，如今年
老多病、生活困难。 这样的老党员还有许多，有

的是退职村干部、有的是无职党员。 特别是一
些老党员，曾是修建桃花江水库和马迹塘电站
的功臣，现因患病等原因致贫。 群众的困难有
党员帮，党员的困难谁来帮？ 乡党委决定设立
“党员爱心基金”，采取“党员捐助一点、社会资
助一点、财政注入一点”的办法筹集资金，帮助
困难党员解决生产、生活问题。 此举得到广泛
支持，前不久，乡里800多名党员及社会人士共
为“党员爱心基金”捐赠现金13万余元。

本报7月25日讯 （记者 彭业忠）
近日， 记者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发改委党组副书记、 副主任秦建
平办公室电脑上看到州里对他个人
的考核， 1至6月， 全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同比增长6.3%； 重点建设目标
管理项目 ， 完成年度计划的 39% ；
湘西地区产业开发项目， 完成年计
划的66.03%。

秦建平解释道：“年底时， 全社
会固定资产投资必须比上年度增长
20%，每少5%，就倒扣5分；湘西地区

产业开发项目的考核分值为12分 ，
年底时， 必须完成年度计划的80%，
每少5%，就倒扣2分。 压力和动力并
存，有位就要有为，接受严格的绩效
考核与管理，有利于工作的推动，也
有利于干部的成长。 ”

自治州从2010年1月开始， 推行
绩效考核与管理 ， 8个县市和94个
州直单位， 共102个单位， 纳入绩效
考核的正副处级干部有1073人。 据
自治州州委常委、 州委组织部部长
曹普华介绍， 从经济发展到政府投

资管理， 从省委省政府重点工作和
重点项目到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
细化和量化到每一个领导干部头
上； 考核优者， 不仅奖励， 而且作
为提拔任用的重要依据。

考核， 让干部充满了活力， 进
行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试
点的劲头十足 。 2011年 ，
自治州州委换届选举， 53
名州委委员、 候补委员和
37名州纪委委员候选人预
备人选中， 85人的绩效考

核等次为一等 。 8县市委换届选举
产生的86名常委中， 已纳入绩效考
核的78名领导干部， 年度考核为一
等的45名、 二等的33名。 通过绩效
考核， 39名副处级干部被提拔为正
处级。

本报7月25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段晓武 张京贤） 在项目建
设中， 供地率高说明批而未征、 征
而未供和供而未用的土地较少， 证
明项目供地及时 、 开工迅速 。 23
日， 记者从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全省
2008至2011年农转征项目供地率情
况通报中获悉， 岳阳市本级供地率
最高 ， 是全省唯一连续4年全部达
标的市州。

近年来， 岳阳市把项目建设作
为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 ， 连续5
年组织开展 “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
服务年” 活动， 全市投资过5000万
元的重大项目达1321个， 用地需求
持续增加； 而国土资源部紧缩土地
“闸门 ”， 用地供需矛盾十分突出 。
该市将提高项目供地率作为破解用
地矛盾的突破口来抓， 保证已批土
地快征快供。 该市建立重大项目供

地绿色通道， 要求国土、 规划、 发
改、 环保等部门落实项目跟踪服务
责任， 建立供地台账， 及时督促催
办 ；加大配合协调 ，做到先期介入 ，
对用地出让方案联合预审； 土地挂
牌成交后 ，实行多部门 “并联 ”办理
相关手续；加快征地拆迁、设施配套
等前期工作，促进项目顺利开工。 总
投资2.75亿元的湖南海泰食品有限
公司206亩项目用地，于2011年3月获

批，仅用60天完成征地拆迁并供地，
2011年12月实现试生产，预计今年纳
税800万元。

今年1至6月， 该市在建亿元以
上项目211个， 完成投资158.8亿元，
增长147.4%； 重点推进的100个重大
建设项目中 ， 95个项目开工建设 ，
50个项目提前完成工作计划， 不仅
实现了当前稳增长， 而且增强了发
展后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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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多云 27℃～34℃
湘潭市 阵雨 26℃～35℃

张家界 多云 26℃～34℃
吉首市 阵雨转多云 26℃～34℃
岳阳市 多云 28℃～34℃

常德市 多云 25℃～34℃
益阳市 多云 27℃～35℃

怀化市 阵雨转多云 25℃～33℃
娄底市 多云 26℃～34℃

衡阳市 雷阵雨 26℃～34℃
郴州市 阵雨 27℃～33℃

本版责编 李茁 版式编辑 李妍 责任校对 彭扬

市州新闻

株洲市 多云转晴 27℃～36℃
永州市 阵雨转多云 25℃～32℃

9
长沙市
今天到明天多云
南风 2～3 级 2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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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市�本级供地率连续4年达标

自治州 绩效考核成干部任用指南针

本报 7月 25日讯 （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李勇军 吴祥淼 胡益
龙） 今天， 来自海峡两岸的侗文化
专家 、 学者100余人 ， 欢聚在美丽
的通道侗乡 ， 举行两岸少数民族
（侗族） 文化传承与创新研讨会。

通道侗族文化历史悠久， 有不
可移动文物416处 ， 其中坪坦河风
雨桥群等6处14个点为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 横岭鼓楼等7处为省
级文物保护单位。 通道非物质文化
遗产资源也独具特色 ， 是侗族建
筑、 纺织、 古文学传说、 古戏曲歌
舞等传统技艺重要发源地， 有侗锦
织造技艺等3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 4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为搭建两岸文化交流新平台 、
促进侗文化传承与创新、 推动通道
侗族村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省台
办与怀化市政府联合主办了此次研
讨会。 参加研讨会的专家、 学者来
自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侗族文学
学会与台湾政治大学、 台湾暨南国
际大学等单位， 他们围绕侗文化保
护与传承、 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融
入旅游产业、 侗族织锦区域传承与
发展等， 进行了交流和探讨。 他们
表示 ,今后将通过多种形式的学术
交流和艺术活动， 促进侗文化研究
不断深入， 并继续关注通道， 为打
造通道侗族世界文化品牌献计献
策。

两岸专家通道研讨侗文化

本报7月25日讯 （通讯员 段必杨
记者 段云行 贺威） 本报24日头版
头条 《守护纯净的心跳———记娄底
中心医院医生胡卫民》 见报并经网
络传播后， 引起广大读者和网友的
热烈反响。

署名 “一个老共产党员” 的读
者李德人说： “我崇拜他， 决心学
习他 ， 学习他无私奉献的为民精
神。 我打定主意， 死后把自己的遗
体献给国家做医学研究或器官移
植。 如果我身上的器官能给他人带
来幸福， 那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

天津市党校教师刘俊祥留言 ：
胡大夫的境界和医德令人敬佩！ 新
时期的高境界 ！ 卫生行业的闪光
点！ 我们希望能够涌现出更多的像

胡卫民大夫这样的好医生！ 网友仲
跻才留言： 为人民的好医生走出逆
境而高兴。

读者和网友也对支持关心胡卫
民工作的娄底中心医院给予了高度
赞赏。 网友伍先孝说： 我们已经看
到了医院正在朝着老百姓希望的方
向在发展进步。 这是人民群众的福
音 ！ 咱老百姓今天真高兴 ！ 网友
“华山论健 ” 留言 ： 医院的发展和
变化， 具有超出娄底、 超出湖南的
标本性意义， 反映了中国的医疗改
革正在取得微妙的变化。 网友 “大
学教师” 说： “为民医生” 胡卫民
带给我的除了贴紧大地匍匐于民的
呕心沥血外， 还有知识与眼光做底
蕴的蓬勃大气。

和谐社会需要“为民医生”
《守护纯净的心跳》引起强烈反响

本报7月25日讯（记者 李光华 通讯员 阙奇涵 左媛媛）7月
25日， 韶山天鹅山航空航天科普教育培训体验基地签约仪式在
韶山市举行。 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唐之享等嘉宾出席仪式。

该项目由湖南三金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投资25亿元建设，
将兴建于韶山市天鹅山片区，是一个集航空航天展览、科普
教育、培训、体验、商服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旅游项目，按协
议要求，该项目将在5年内全面完成开发建设。 该项目包括世
界航天文化广场、中国航空发射场、儿童太空乐园、中国航天
科技互动体验馆 、太空育种基地 、国际太空训练院 、太空影
院、国际太空馆、航天科技交流中心、太空康复疗养中心等。

韶山兴建航天航空
科普体验基地

本报 7月 25日讯 （记者 匡玉
通讯员 龙彤 ） 套牌车玩起了 “穿
越”，前面牌照是“湘D”，属于衡阳；
后面牌照变成了“湘E”，属于邵阳 。
近日， 衡阳市交警支队案侦大队根
据群众举报， 在常宁市查处了这起
违法行为。

7月19日，衡阳市交警支队案侦
大队在常宁市开展严打套牌车专项

整治行动，共查处套牌车23辆。 其中
一辆快报废的金色小车，车前挂“湘
D71229” 牌照， 车后挂的却是 “湘
E11998”。 “我办案多年，还是第一次
遇到这种前后牌照不一的情况。 ”衡
阳市交警支队案侦大队副大队长彭
富荣告诉记者，根据《道路交通安全
法》， 套牌使用其他机动车车牌，将
处罚款3500元并扣12分。

衡阳交警抓获一“穿越”套牌车

本报7月25日讯 （记者 周勇军
李寒露 实习生 刘也 通讯员 邱
卉 ） 7月11日 ， 常德市中心血站采
血车开进了市工商局机关院内 ，
局党组书记 、 局长胡祖国带头登
上献血车 。 当天 ， 该局共有 35名
机关干部无偿献血 。 据不完全统
计 ， 近7年来 ， 该局干部职工无偿
献血500多人次 ， 共献血13万余毫

升。
据了解， 除无偿献血外， 近年

来， 常德市工商局还开展了一系列
社会公益活动， 包括组织青年志愿
者献爱心、走访慰问留守儿童、送法
下乡、联点扶贫等。 局机关干部职工
先后向灾区、扶贫点捐款30余万元、
衣物2270多件，为相关社区、学校建
设等捐助83万元

常德工商干部职工情系社会公益
7年义务献血13万毫升

浮邱山“爱心基金”温暖困难党员

7月21日， 长沙
市开福区史家巷，一
商贩在宰杀青蛙出
售。 目前，正是青蛙
的生长发育活跃期，
一些不法商贩大量
捕杀青蛙贩卖。青蛙
是国家禁止捕杀的
保护动物，希望市民
不要吃青蛙，相关部
门也应加大对市场
监督执法力度。

本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周玲旭

摄影报道

两岸大学生赴炎陵谒祖寻根
本报7月25日讯（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霍强 罗颖 刘琦）近日，

由广东中山大学和台湾交通大学等学校近60名师生组成的
第八届海峡两岸大学生客家文化寻踪夏令营，来到炎陵县谒
祖寻根，参观体验、调查了解炎帝文化与客家文化。

炎陵县是客家人聚居区,客家人占全县总人口60%以上，
广泛使用客家方言，保留有较为完整的客家民俗民风及部分
客家风格建筑。 夏令营师生首先来到炎帝陵，祭拜炎帝神农
氏。 随后到水口和沔渡，参观了叶家祠、朱家祠等遗迹，以及
赖家大屋、龙氏宗祠等传统客家风格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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