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1版⑦）
我省主办的“湖南省情推介

暨现代农业产业项目推介会”，
以农业现代化为主题，展示了我
省现代农业的特色和优势，现场
发布43个招商项目， 总投资额
76.8亿美元，引起强烈反响。

借助中博会平台， 雀巢等跨
国公司和国内知名企业代表纷纷
表达了来湘考察和参加“港洽周”
的意愿。 216名客商应邀参加我省
6月举行的“港洽周”活动。

根据轮办原则，第九届中博
会将于明年在湖北举行。◎责任编辑 朱定 版式编辑 李珈名◎

本报记者 廖声田 向国生
通讯员 欧小芳 黎治国

“花谢一个月后完成疏果，施
肥要以氮肥为主，适当增加磷钾肥
……”5月14日， 在桑植县汨湖乡
前村坪木瓜基地里，年过半百的石
万祥正忙着给药农讲授木瓜种植
技术。

“像这样在荒山中建立的药材
基地全县已有23个。 ”石万祥向记
者道出心中的目标：力争在5年内，
把山区桑植发展成为全国有名的
中药材生产大县。

上世纪90年代初， 石万祥南
下广东“淘金”。在外闯荡5年多，最
大收获就是发现当地市场上中药
材畅销。“何不回家做中药材购销
生意呢！ ”石万祥对中药材略懂一
二，他还了解到桑植是全国第三大
中药材宝库的核心区，拥有纯天然
中药材1700多个品种， 其中被列
入《中国药典》就有558种。

1996年初， 带着打工赚来的
5000元钱， 石万祥回乡创业从事
中药材购销生意。 然而事与愿违，
桑植药材虽然品种多，但种植规模
不大，供货量不足，广东药材商瞧
不上眼，几年打拼下来，老本都亏
光了。

“只有引导山区农民种药材，

才能扩大规模保证供货。 ”2004
年，石万祥尝试在竹叶坪乡马家溪
村承包闲置的荒山，试种3亩前胡，
一年下来，收入5400元。

荒山种出“金蛋蛋”，山区农民
纷纷当上药农。 2006年10月，桑植
首家中药材农民协会———“万祥中
药材种植协会” 成立，2008年，协
会又升级为“桑植县万祥中药材农
民专业合作社”，以“协会+基地+
农户” 的模式， 培训药农2000多
人，带动种植大户1058户，人工种
植黄柏、虎杖、玉竹、木瓜等中药材
12000多亩， 拥有种植基地23个，
收购网点38个，与广东、上海、浙江
等30多个中药材经销单位建成营
销合作伙伴 ， 年产销中药材近
6000吨。

“上联市场，下联农户，示范引
路共致富。”石万祥告诉记者，如今
合作社办得红红火火，先后被定为
国家级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创业培
训单位和省级为民办实事农民专
业合作示范社，自己也被评为全省
“优秀农民工”。

“通过深加工， 提升中药材价
值。” 目前，合作社在当地已建起多
家药材加工厂， 年初以来收到100
多个销售订单， 石万祥豪言快语，
“要让昔日荒山变成山区的‘绿色银
行’。 ” 百次以上交通违法名单曝光

长沙一车主违法竟达451次
本报5月21日讯 （通讯员 施泉江

肖强 记者 何淼玲） 记者今天下
午从长沙公安交警部门获悉，为
进一步清理堵源，打通堵点，长沙
交警部门最近对城区“六纵六横”
道路行人过街设施交通微循环进
行了排查， 重点对韶山路、 芙蓉
路、湘江路等主要道路及新民路、
教育街、乔庄及天剑等4个社区进
行了实地调研。

交警将重点对湘江路、 韶山
路、 芙蓉路3条主要交通路线的行
人过街措施进行整改。根据红绿灯
的分布密度，在距红绿灯路口较近
的路段如仍设有过街斑马线的，将
予以清理，行人可在信号灯路口斑
马线或路段地下通道、过街天桥过

马路。 这一措施，可降低行人穿行
造成对主干道通行能力的影响，同
时可有效避免和减少机动车与行
人发生交通事故。 本次调研，已初
步拟定取消韶山路5处、 芙蓉路5
处、湘江路7处、营盘路3处路面斑
马线，并全面增设行人过街引导标
识。

本次调研还对城区道路增设
立体人行过街设施进行了摸底。
对距离路口较远的路段， 可根据
地形增加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等
设施，以保证道路通畅、行人出行
安全。根据目前城区通行需求，全
市拟增设立体人行过街设施43
处， 交警部门将向政府提出相关
建议。

拟增设43处
立体人行过街设施

长沙交警进行专题调研

5月21日9时30分许，由浙江温州开往邵东的一辆车牌为浙CC3087的大巴车，在双峰县甘棠镇
沪昆高速与一辆小车相撞。事故造成3人重伤、10多人受伤。事发后，娄底市交警和双峰县消防大队
及120救援车辆立即赶往现场展开救援。 目前，伤者已送往娄底市中心医院。 郭国权 摄

本报5月21日讯 （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施泉江 肖强） 记者今天从长
沙交警部门获悉 ,根据公安部及省公
安厅交管局关于“交通违法清零” 的
要求， 针对少数车辆违法次数较多的
现象， 即日起， 长沙公安交警支队将
对10次以上交通违法未处理车辆分批
次进行媒体曝光， 对违法次数较多的
车辆纳入重点车辆数据库， 暂停除交

通违法、 车辆年检业务外的其他车管
业务， 以敦促车主迅速处理交通违
法。

对累积多次违法记录未处理， 交
警部门将通过电子警察违法分析及路
面勤务主动发现等方式， 强制扣留车
辆， 要求所有人在扣留车辆期间将违
法行为处理完毕。 同时， 针对交通违
法多发的单位， 交警部门还将上门下

达整改通知， 督促相关车辆违法行为
清零处理。 对于发现营运车辆、 校
车、 危险物品运输车有3次以上未处
理的违法信息， 且经通知无正当理由
超期一个月不接受处理的， 将抄告当
地安监、 交通运输部门， 建议暂停营
运， 消除安全隐患。 对于其他已依法
扣留的机动车， 发现机动车有未处理
的违法信息的， 交警部门也将要求当

事人在依法扣留车辆期间将违法行为
处理完毕后才予发放车辆。

本次首批曝光百次以上违法未处
理的为大型车辆及个人小车， 一胡姓
车主违法未处理次数达451次。 交警
部门还将分类对所有人为单位的小车
（含公务车）、 营运车辆等违法情况进
行曝光， 并将依法对军警车违法情况
抄告驻长部队。

(上接1版①）
据了解，被袁隆平院士选中的

第四期超级杂交稻攻关种子选手，
不仅是超级稻家族中的高手，而且
各怀绝技。 本“赛季”，隆平种业有
两位种子选手入选， 分别是“深
08S/R1813”、“Y58S/R1813”。 此
次验收品种“深08S/R1813”，从外
形来看，株型紧凑、矮壮，有着分蘖
强、快、匀的优良基因，并且成穗率
高，结实率达87%以上。 从应对环
境的表现来看，该品种具有良好的
抗逆性，抗倒伏能力和后期耐寒能
力也比较突出。 此外，该品种孕育
的“子嗣”具有大粒优质的特性，千
粒重27.7克，米质达国标三级。 由

于该系列品种具备高产品种的理
想株叶形态，袁隆平曾幽默地称其
为超级杂交稻中的“美人胚”。

据介绍，“深08S/R1813”在三
亚新品种示范基地种植，于去年12
月15日播种， 采用宽窄行栽培，亩
植10000蔸。 该品种亩有效穗22.9
万/亩，穗着粒数208.1粒，理论产
量1158kg/亩。 现场验收中，专家
小组在“深08S/R1813”示范田随
机选取三个测产点，每个点划定50
平方米面积，现场收割，脱粒。共计
收割面积 150.08平方米 ， 毛重
244.3公斤，折合成含水量13.5%的
干谷，净重212.5公斤，换算后，亩
产为944公斤。

（紧接1版②）会议指出， 政府立法是立法
活动的组成部分， 也是坚持依法行政、
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一环。 要抓紧实施
今年立法计划项目， 合理安排进度， 确
保如期全面完成立法任务。 要注重立法
质量， 不断增强各级政府法治意识， 坚
决防止把立法行为变成部门权力利益化
的过程， 真正把该放的权力放掉， 把该

管的事情管好。 要通过立法进一步激发
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 增强经济发展内
生动力； 进一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提供更多公共服务， 保障人民群众合法
权益。 要积极拓展公众有序参与立法的
途径， 广泛征求各界意见和建议， 不断
增强法律法规的针对性、 科学性和可操
作性。

（紧接1版③） 要做到各项工作更加实在，
坚持专题调研深入扎实，提案办理务求实
效，日常工作抓好落实， 努力体现政协工
作的价值； 要做到事业发展更具活力，
坚持搞活工作机制， 盘活政协资源， 激
活干部队伍， 使政协工作更好地体现时
代性、 把握规律性、 富于创造性。

陈肇雄说， 省政协把“优化政务环
境、 促进转型发展” 作为重点调研课题，
抓住了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环节和
核心问题， 为省委、 省政府科学决策提
供了重要参考。 省政府一定认真研究，
积极采纳， 及时把它转化为政府的工作
举措， 转化为发展的实际成效。

（上接1版④）
为确保评选工作公平公开、真实权威、

突出特色， 重点县评选围绕参选县材料所
反映的发展基础、发展优势、发展潜力、发
展计划； 参选县材料所反映的必要性和可
行性、产业规划、建设的范围与内容、建设
管理、组织保障措施；参选县竞选陈述和专
家提问情况3个方面进行量化评分，最终得
出各参选县的综合得分。

经量化评选，确定各扶持产业评分前
三名进入重点县名单。 农副产品加工产业

前三名为祁阳县、湘潭县、宁乡县；特色产
业制造产业前三名为醴陵市、 永兴县、汨
罗市； 文化旅游产业前三名为新化县、凤
凰县、新宁县。

据悉，此次入选的9个重点县获得财
政支持资金将通过项目申报等形式落实
到位。 省政府还将配套出台《湖南省特色
县域经济重点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
相关文件， 并由省财政厅会同相关部门
通过年度考核等形式对资金使用情况进
行监管。

(上接1版⑤）
今天还评选出花垣县吉卫

镇腊乙村妇女主任田金珍等10
名我省第四届道德模范提名奖
候选人。

根据相关要求，5月22日至
28日，省推荐申报全国道德模范
活动组委会将在省内主要媒体

和网站，对湖南省第四届全国道
德模范暨省道德模范候选人进
行公示，如公示通过将报全国活
动组委会办公室。 6月上旬至7月
底，全国活动组委会办公室将组
织对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进行
投票 ， 其中公众投票占权重
30%。

（紧接1版⑥）截至5月20日，我省
共报告4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
确诊病例，其中2例外省输入性病
例，2例本省病例。 外省输入性病
例中，1例（上海病例）恢复健康，1
例（江西病例）死亡。本省的2例确
诊病例中， 死亡1例（5月14日死
亡），另一例69岁的邵阳武冈市男
性患者于5月21日痊愈出院。

省人感染H7N9禽流感防控
专家组一致认为，我省已连续20天

没有报告新发病例，全国末例病例
的发病日期和报告日期均已超过
人感染H7N9禽流感最长潜伏期，
我省达到了终止流感流行应急预
案Ⅳ级响应的条件，防控工作可以
转入常态化管理。 省卫生厅要求，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仍要按照国家
对人感染H7N9禽流感防控工作
的各项要求， 继续密切与农业、林
业等部门的信息互通和协调联动，
扎实做好常态化防控措施。

本报记者 田燕

日前， 长沙的周女士向本报
反映， 位于雨花区体院路有家长
沙市政沥青厂，只要天晴就生产，
一生产就烟气笼罩，臭气弥漫。而
附近有雨花学校、南雅中学，还有
中南家园等多个住宅小区， 学生
和居民深受其害。 大家多次向环
保部门反映，希望关停该厂 ,但一
直没结果。

周女士说，自己家住的博雅小
区离沥青厂还算远的，至少有十几
栋房子，七八百米远，而且是高楼，
但只要沥青厂一排烟，就得关窗。5
月14日这天， 沥青厂就排烟达四
五次，气味太难闻了。 这种烟肯定
是含毒的， 会不会影响身体健康，
周女士表示很担心。

5月15日， 记者来到体院路，
在雨花区小学门口，询问长期在此
值守的保安。 他们说，学校的后面
的确有家沥青厂， 天气好的时候，
沥青厂就会冒烟，气味刺鼻，学校
好几百学生就得闻这种难闻的气
味。

从体院路进去二三百米，记者

找到了这家工厂，名叫“长沙市市
政工程有限公司沥青混凝土公
司”，也许是前一天晚上才下大雨，
沥青厂当天并没有生产。

记者找到了公司负责人赵志
安。 他告诉记者，公司系长沙市住
建委主管， 是1990年从河西搬过
来的，当时周边的居民并不多。 随
着居民的增加，公司考虑到居民的
生活，2007年就开始限产，晚上不
再生产。 公司也不是天天都生产，
工程需要才生产。 5月14日确实生
产了几十吨。 根据《长沙市环境保
护三年行动计划(2012-2014年)》，
沥青混凝土公司被要求2014年前
完成搬迁工作。

赵志安无奈地说，其实公司早
就想搬，由于找地、立项等原因，迟
迟搬不了。 限产让公司产量上不
来，公司连年亏损，今年再不搬，公
司再也亏不起了。

5月16日， 记者将这一情况反
映给长沙市环保局， 该局工作人员
回复说, 该沥青混凝土厂的确存在
污染，目前该局已向市政府报告，希
望关闭该厂。

记者随后电话采访了长沙市
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就在上一周，市政府组织了
专门的协调会，协调该厂的搬迁问
题，目前已找到搬迁的地方，今年
10月1日前一定搬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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沥青厂排烟熏苦居民
长沙有关部门表示：国庆节前一定搬走

为 您 服 务记者 在你身边

本报记者 姚学文
通讯员 马国华 贺艳雄

5月10日至12日， 湖南机电职业
技术学院。由省机械行管办、省教育厅
联合举办， 机电职院承办的全省机械
行业注塑模具CAD与主要零部件加工
比赛在这里举行。表面上看，这项比赛
与全省职业院校职业技能大赛的一些
分赛点相比，没有多少区别，但知情人
告诉记者， 他们正在酝酿着一场变
革———对已实施多年的职业院校职业
技能大赛进行改革，并以此为“杠杆”，
进一步“撬动”职业教育变革。

据省模具学会名誉理事长、 大赛
裁判长叶久新说， 比赛的模式与内容
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在比赛模式上， 题目由企业的工
程师出， 评委也是由企业专家和本科
院校教师担任。 而以往的比赛以及其
他院校正在组织的分赛点比赛， 题目
由高职院校教师出， 评委也由高职院
校教师担任。

在比赛内容上，以前，考查学生往
往只是一个点。但现在的比赛，更多关
注学生的整体动手能力和综合素质。
比如，CAD与主要零部件加工比赛，以
前， 一般只要求学生设计出模具就可
以了，而此次要求学生设计模具，还要
求学生利用铣控机床， 把模具制作出
来， 以最后成品的合理性和精确度来
评判选手们的成绩。

在比赛组织方面， 企业也充分参
与到比赛的各个环节中。 机电职院党
委书记成立平说：“现在还只是试点，

经过探索后，会进一步推开。 ”
为什么要对职业技能大赛进行这

样的改革呢？ 省教育厅职成处处长郭
荣学的回答，或许更具有权威性。

我省自2008年制度化推行职业
院校职业技能大赛以来， 大赛已成为
一个“杠杆”，“撬动”着职业教育变革。
郭荣学说：“这个变革与我们省这些年
一直推动的职业教育发展目标是一致
的， 那就是真正地让学生的动手能力
与企业的要求零距离对接。 ”

目前，全省528所中职学校和68所高
职院校的140多万学生中，每年参加省级
大赛的选手就近3000人， 再加上市级和
学校一级， 共有近百万人次的学生加入
到大赛当中，占全省职教学生近7成。大赛
项目已经覆盖所有院校和所有专业。

郭荣学认为，“竞赛已突破了纯粹意
义的比赛， 再结合我们每年组织的技能
抽查，已成为综合评价学校教学水平、提
高学生动手能力的一种方式和平台。 通

过改革大赛， 进一步推动职业教育不断
深度融入产业链，就显得特别有意义。 ”

如何改革？“让企业参与组织技能
竞赛，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 这样
做， 可以使职业教育与企业贴得更
近。 ”郭荣学解释道。

这些年， 职业教育进行了一系列
改革和创新， 教育与企业已经越来越
近，但还可以近点、更近点。 郭荣学举
例说明，湘菜是全国八大菜系之一，但
与粤菜、鲁菜、川菜、淮扬菜等其他菜
系相比，湘菜难以上档次，目前很多流
行菜也缺乏可以操作的标准。比如，辣
椒炒肉，谁都可以做，真正标准的辣椒
炒肉是什么？ 肉该多少？ 辣椒该多少？
几分成熟才好？谁也说不清。我省是养
猪大省，但农民养猪常常不赚钱。原因
在哪里？既存在没有规模养殖的问题，
更存在缺乏科学养猪的原因。 养猪业
能不能形成产业链， 这些都是职业教
育需要直面的问题。

作为推动职业教育发展的“杠杆”，职业院校职业技能大赛近年得到空前重视。 记者日前从有关部门
了解到，我省目前正在酝酿对该赛事进行改革———

“杠杆”撬动职业教育变革
科教卫新观察
服务科技 发展高新

协办
湖南高新创投集团

本报记者 刘跃兵

5月20日下午4时，山雨初霁。 记者与新化县水车镇
文化站站长罗中山、农村电影放映员罗程隆一道，前往该
镇楼下村送电影。

来到楼下村办公楼前，我们帮着悬挂电影银幕、拉电
线。 罗程隆接通电源，播放音乐。 罗程隆说：“播放音乐的
目的，是告诉大家，今晚村里有电影看喽！ ”

7时刚过，村民们三三两两带着板凳、椅子，来到电影
放映点围坐开来。罗中山与罗程隆熟练地调好设备，首先
放映纪录片《农村土地流转》。

村民越来越多， 记者不禁想：“如今几乎家家户户都
有电视，甚至电脑。 来看电影的村民怎么还这么多呢？ ”

82岁的田长秀告诉记者：“电影屏幕大，看起来舒服。 ”
专程从邻近的唐家村走路来看电影的罗森坚，同样深有感
触地说：“还是看电影的视觉效果好。 ”刚从广东回来的村
民罗婷来不及进家门，便赶来看电影，她开心地说：“电视
看久了视觉上有些麻木，看电影可以进行调节。 ”62岁的罗
贵安把2岁的孙子抱在膝头，眼睛一动不动看着银幕，他乐
呵呵地对记者说道：“看电影比在家里看电视热闹多了，还
可以与村民们聊聊天。 ”71岁的罗粉秀说：“还是看电影热
闹，特别爱看《刘三姐》这类的戏曲片。 ”

在角落里，记者看到一群建筑工人,他们是在附近新溆
高速公路连接线工地务工的。 他们告诉记者：“工地的晚上
很无聊，听到这里有电影看，都来了，别说有多高兴了！ ”

花鼓戏《三女拜寿》、故事片《湘南起义》接着上映，时
间在人们的笑声中不知不觉流走。

晚上11时，大家才依依不舍离开电影放映点。我们收
拾好设备，踏上归程。 这时，半月当空，山风凉人，而我们
心里却感到阵阵温暖：“想不到电影下乡能给村民带来如
此多的快乐！ ”

电影下乡乐山村
荒山种出“金蛋蛋”

记者�� ��在基层
记者挂职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