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1月9日讯 （通讯员
李劲宏 记者 郭云飞）今天，由
省文化厅、益阳市政府主办，南
县县委、 县政府承办的湖南第
二届南县地花鼓艺术节落下帷
幕。 节会期间，举办了湘运（益
阳） 集团湖南第二届南县地花
鼓大奖赛、康顺·唯一金城南县
地花鼓艺术论坛等。 省内外36
支地花鼓表演队参加大奖赛。

南县地花鼓表演生动 、词

曲丰富， 以其浓郁的生活气息
和独特的艺术风格， 受到广大
群众喜爱。 2006年至今，累计投
入资金860万元，用于地花鼓传
承与保护。 县有关部门还组织
30多人的专业队伍， 深入12个
乡镇200多个村，挖掘整理地花
鼓曲目和表演形式， 培训艺术
人才。 去年5月，南县地花鼓被
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名录。

南县举办第二届地花鼓艺术节

本报记者 向国生 廖声田
尹超 通讯员 朱常青 吴彬

11月8日， 慈利县赵家岗
乡19个村的 “村村响 ”广播了
一个上午，全程直播胡锦涛同
志的报告 。村头村尾 、田间地
头，全乡1.5万名群众均第一时
间收听到党的声音。

赵家岗乡是慈利县3个广
播“村村响”示范乡镇之一。今
年9月5日，19个村实现 “村村
响 ”全覆盖 。记者走进赵家岗
乡广播室 ， 播音设备一应俱
全，播放安排表上详细记录着
每次播放的时间 、内容 ，上午
有本地新闻 、蔬菜种植 ，下午
有中央新闻 、农耕要领 ，傍晚
时分还有娱乐休闲等节目。

“在乡村 ，广播的作用比
电视电脑更直接有效。” 赵家
岗乡党委分管宣传的姚伟告
诉记者， 因不受地域限制，党
的政策 、政府工作部署 、日常
天气预报、地质灾害预报等信
息， 只要喇叭一响， 不到1分
钟，传遍全乡各个角落。

“以前向村干部发通知是
电话联络 ， 山区网络信号还
未全覆盖 ， 有时联络困难 ，

现在有了广播 ， 问题迎刃而
解。” 乡党政办工作人员田玉
兰说 ， “村村响 ” 让政府的
行政效率明显提高 ， 传播上
级政策 、 各项预报 、 农业技
术绝对 “不走调不变味”。 据
乡民政所统计， 在今年9月11
日至13日的暴雨中 ， 因 “村
村响 ” 及时预警 ， 10处地质
塌方无一起人员、 牲口伤亡，
财产损失降到最低。

采访中，赵家岗乡纪检书
记王鑫告诉记者一个“广播治
赌”的有趣现象。以前，有些群
众喜欢打牌赌博，甚至有的村
干部也偷偷参与，想了好多办
法治赌不见效果。 最近几天，
乡里下村突击检查抓几个典
型 ，通过 “村村响 ”轮番通报 ，
参赌的人面子上挂不住，自觉
戒赌。

“不听广播响 ，全身都发
痒 。” 新庄村村民李培林说 ，
“村村响” 让大家的生活变得
更加丰富，每天他都会准时收
听 ，其中 “唱读讲传 ”、农事百
科是他不可缺少的“精神营养
品”。

综合11２０12年11月10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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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受到严峻国际经济形势影响，
我省前三季度外贸仍保持稳中求进的
发展势头。据长沙海关数据统计，今年1
至9月， 全省进出口总额145亿美元，同
比增长4%，其中，加工贸易更是增长翻
倍。

我省外贸逆势上扬，离不开一个顺
畅的通关渠道和高效的通关环境。据长
沙海关关长李文健介绍， 今年以来，长
沙海关陆续出台了促进湖南外贸平稳
增 长 8项 举 措 等 措 施 ， 并 通 过 强 化
“12360海关热线 ”服务 ，开通 “关企e线
通”，举办“关企合作论坛”等，全力促进
湖南外贸稳定增长。

树立开放务实的服务理念
针对湖南外向型经济发展的现状，

长沙海关提出“服务大局、服务湖南、服
务企业、服务群众”的理念。

今年以来 ，长沙海关开展了 “十百
千”活动，即走访14个市州、100家园区、
1000家企业，送政策、送法规、送服务上
门。1至9月， 共走访了全省14个市州的
351家企业、42个园区， 召开座谈会120
场次，解决企业实际困难和问题196个，
并向各市州政府提出了加快发展开放
型经济的意见和建议。

海关的 “十百千 ”活动为企业送来
了“春风”。韶山海关先后10次开展加工

贸易专题业务培训，大力支持企业开展
加工贸易 。 这一活动还使企业享受到
“进口免税、出口退税”的优惠。据统计，
1至9月，邵东共出口打火机12.3亿只，出
口额8512万美元 ， 同比增长36.3%。目
前 ， 邵东打火机已经占据全球同行业
70%的市场份额。

同时，长沙海关先后出台了支持湖
南扩大开放的10项新措施、促进湖南外
贸平稳增长的8项举措，在此基础上，长
沙海关近期又推出了30项具体措施，帮
助企业拓展境外市场。

构筑顺畅实用的立体通道
地处内陆的湖南，要实施“走出去”

战略， 必须有一个畅通的通关渠道。长
沙海关立足于促进湖南外向型经济发
展的目标, 构筑水陆空对外开放的便捷
立体通道。

近两年，长沙海关全力打造外贸物流
的新支点：与长江流域上海、武汉、重庆等
海关签订进出口货物中转协议，充分发挥
湖南唯一国家一类口岸岳阳城陵矶港的
作用，打通通江达海的通道。协议签订后，
城陵矶港业务突破16万标箱，增幅列长江

沿线港口第一；力促常德盐关码头至上海
直达航线开通。作为湖南仅有的几个内河
水运港口， 常德港至上海直航的开通，将
彻底改变常德盐关码头自2008年设立海
关监管场所以来无水运直达始发班轮航
线的历史，为湘西北地区以及湖南国际物
流发展带来重大机遇。

此外， 长沙海关努力开通新加坡直
航和其他6条国际航线国内段业务，为湖
南人进出境提供了极大便利， 湖南进出
境人数连续6年居中部第一。长沙海关还
与深圳海关签订邮件公路转关协议，减
少了长沙国际邮件互换局兼交换站进出
境邮件在国内外中转的时间， 同时也为
湖南快件业务加快发展创造了条件。

打造高效便捷的通关环境
为方便我省3000余家进出口企业

办理海关业务，长沙海关积极落实国家
各项优惠政策。据统计，1至9月，长沙海
关共审批办理《征免税证明》2064份，审
批减免税总货值12.66亿美元，减免税款
14.43亿元， 在中部六省中排名第一。其
中，重大技术装备项进口关键零部件和
原材料货值、减免税款额度均占到全国

海关的1/4，在全国海关排名第一。
为打造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环境，长

沙海关在出口分类通关改革基础上，实施
进口分类通关改革，对资信度高的企业快
速免检放行；继续实行预审价、预归类、提
前申报、担保验放、税费网上支付等各种
通关便利措施；创新进出境旅客监管服务
模式，与检验检疫实行了进出境旅客查验
的“一机双屏”；开通“12360”海关服务热
线，推行关长接待日制度，落实节假日和
24小时预约通关服务； 加强区域通关合
作，将跨关区“属地申报、口岸验放”通关模
式扩大至14个口岸海关；支持海关特殊监
管区域建设，郴州出口加工区和长沙金霞
保税物流中心取得新发展。

长沙海关还与省商务厅和省外汇
管理局签署合作协议；与衡阳市政府签
署合作备忘录；与省文化厅联合开展专
题调研 ，推出支持我省文化产业 “走出
去”的6项措施。

李文健表示 ， 按照海关总署与湖
南省政府签订的合作备忘录 ， 长沙海
关将以支持湖南外贸平稳增长的30项
具体措施为重点 ， 全力支持湖南扩大
开放， 加快湖南开放型经济发展步伐。

通江达海立潮头 ———看长沙海关
如何服务湖南外向型
经济发展

本报记者 白培生 李秉钧
通讯员 许群飞 王福亮

“开幕了 ， 十八大开幕
了！”11月8日上午， 马恭志妻
子谭凤英和家人及村民围坐
一团 ， 观看党的十八大开幕
式。

马恭志是永兴县柏林镇
农村电影放映员，被推选为党
的十八大代表。为了观看这一
盛会电视直播，马恭志家收拾
得像过年一样，马恭志母亲郭
戊菊和妻子谭凤英穿着大红
上衣 ，一派喜庆气氛 。婆媳俩
一边看电视，一边热情招呼来
家里的村民。 大会开幕时，不
大的房间里挤了20多人。

大家盯着电视屏幕，生怕
错过了每一个镜头。“马恭志坐
在中间五排七号，他在微博里
面说的。”村民王良兴说，他看
了马恭志的微博，在上面可看
到马恭志参加十八大的见闻
和体会。电视里传来的胡锦涛
同志作报告的声音在房间回
荡 ，当讲到 “全面实现小康 ”、
“文化发展和文化体制改革”、
“农民、农村和农业”等内容时，
房子里就会响起热烈的掌声。

全程观看大会盛况后，村
民王国方激动地说：“十八大报
告鼓舞人心 ，尤其是有关 ‘三
农’问题说到了我们心坎上。希
望马恭志把农村的情况、农民
的声音带到会上去。”

马恭志乡亲收看十八大

本报11月9日讯 （通讯员 金伟
向建功 记者 柳德新）10月底，
永州市零陵区委、 区政府授予
勇救两名落水儿童的赵顺合
“见义勇为先进个人 ” 荣誉称
号。

8月21日傍晚， 零陵区农村
信用联社职工赵顺合带着妻
子、 女儿来到湘江南津渡大桥
下游玩时 ， 突然听到大喊声 ：
“救命啊！ 有3个小孩被水冲走
了！” 赵顺合抬头向河中望去，

只见3双小手正在水面挣扎着。
赵顺合连衣服都没脱， 就跳到
河里 ，朝落水儿童游去 。很快 ，
他用右手抱住一名儿童， 但被
儿童死死缠住了右臂。 就在赵
顺合艰难地向河岸游去时 ，另
一名落水儿童被水冲过来 。赵
顺合迅速伸出左手， 顺势抱起
了另一名落水儿童。这时，赵顺
合的双手都被落水儿童死死缠
住，他只能用双腿打着浪花，奋
力向河岸游去。1米、2米……离河

岸越来越
近 了 ， 但
此时的赵
顺合快没
力 气 了 ，
被河水往

下游冲去……
岸上的妻子焦急地喊道 ：

“快放开一个！ 快放开一个！ 要
不然……” 赵顺合似乎没听到
妻子的喊声， 还是使劲用双腿
打着浪花向河岸靠近。 在离儿
童落水处下游50米的地方， 赵
顺合用尽全力， 终于把孩子推
到了岸边。 当河岸上的人把两
个孩子和他都拉上岸时， 赵顺
合嘴唇乌青， 全身颤抖， 因为
体力透支虚脱 ， 晕倒在河岸 。
稍后， 赵顺合一清醒过来就急
切地问道： “还有一个孩子在
哪里 ？” 当得知另一名落水儿
童也被他人救出时， 他才放下
心来， 然后带着妻子、 女儿默
默离开了。

赵顺合勇救两名落水儿童
记者在基层

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2年 11月 9日

第 2012307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429 1000 429000

组选三 0 320 0
组选六 1178 160 188480

9 47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2
二等奖 14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301172
1 26554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386
877

11979

5
20
266

1926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6544
136786

412
3195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2年11月9日 第2012132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下期奖池：0 元
01 0305 10 17 18 21 30

本报11月 9日讯 （记者
黄晓辉 通讯员 吴丹）“在什么
情况下可以拨打96119”“居民
应该怎么应对一些突发火灾事
件”“边远农村应怎样防火减
灾” ……今日是第22个全国消
防日， 省公安消防总队总队长
马维光做客新浪湖南，就“人人
参与消防 共创平安和谐”话题

与广大网友进行交流。
据了解 ，本次活动是 “平

安大派送 全民共参与”119消
防宣传周4大主题活动之一 。
活动旨在通过微博平台，在线
解答网友疑问，讲解消防安全
知识，拓宽消防宣传的渠道和
覆盖面，从而提升全民消防安
全意识。

微博互动普及消防知识

“村村响” 响得心亮堂

11 月 9
日，消防官兵
在进行建筑
工棚火灾救
援演练 。 当
天 ， 长 沙 市
“11·9” 消防
宣传周系列
活动启动 ,为
广大市民提
供消防安全
知识咨询、灭
火逃生体验
等服务。

本报记者
徐行 周小雷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