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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4日讯（记者 邓晶琎）
6月10日至12日将迎来为期3天
的端午节小长假。由于端午节并
不在高速公路免费通行的时间
范围内，因此，想要自驾走高速
公路出行的读者，在端午节期间
仍需照常缴纳过路过桥费。

根据《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
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 高速公
路免费通行时间为春节、 清明
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国家法
定节假日，以及当年国务院办公
厅文件确定的上述法定节假日
连休日。

本报6月4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黄珮琳） 记者今日从南
航湖南分公司获悉，端午节期间
南航从长沙出发的部分航线将
推出超低折扣机票。具体信息可
致电南航热线95539查询。

优惠机票包括：长沙-杭州
240元，长沙-大连440元，长沙-

青岛410元， 长沙-济南360元；
长沙-广州的CZ3375、 3387航
班210元， 长沙-海口330元；
长沙-哈尔滨620元， 长沙-兰
州360元， 长沙-西安270元，
长沙-昆明290元， 长沙-成都
270元； 长沙-上海的CZ3965
航班220元。

本报6月4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刘易） 记者今日从长沙
火车站获悉，端午节期间铁路客
流将明显增加，预计长沙火车站
发送旅客28.31万人， 同比增长
6.83%。6月10日将迎来客流高
峰期， 预计当日发送旅客9.6万
人。

据铁路部门介绍，由于端午
节假期恰逢高考结束，加上高速
公路不免费， 公路分流作用减

弱，铁路客流将明显增加。届时，
长沙火车站将增加开往岳阳、娄
底、衡阳、常德、郴州、广州等方
向的14趟临时客车， 重点服务
省内短途客流。临客的具体开行
日期以车站公告为准。

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提
前安排出行计划，并选择网络订
票、 电话订票或附近代售点买
票，以避免集中到车站售票厅买
票导致排长队。

本报记者 李伟锋 通讯员 熊鹰

山多、水多、田少、闭塞、贫困，是长
沙县果园镇双河村曾经的基本“村情”。
2009年，双河村头上还顶着“省级贫困
村”的帽子。

山还是那几座山， 河还是那几条
河，短短几年过去，如今的双河村，小城
镇建设已闯出一条新路，形成了“市场
主体投资、政府主导推动，基层组织参
与决策，群众意愿充分表达”的浔龙河
生态小镇建设模式，吸引了众多关注的
目光。

社会资本下乡，农村就地
城镇化

初夏，车出长沙县城星沙，沿宽敞
平整的东八线北行，城市的喧嚣逐渐被
抛在车后。这条新修的主干道，拉近了
双河村与城市的距离。

车行12公里左右，即进入山清水秀、
恬静优美的果园镇双河村，“浔龙河生态
小镇”的巨型广告牌竖立在东八线旁。

沿浔龙河行走， 楼台亭榭依河而
建，河流两岸树木葱茏，一派园林风光。

一栋气派的会所悄然栖于山坡，这
就是浔龙河生态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接待中心。公司董事长、双河村党支部第
一书记柳中辉在门口迎接记者到来。

柳中辉就出生在这个小山村。1999
年，他走出山村求发展。一番摸爬滚打，
不到10年， 成为一家房地产公司董事
长，资产达数亿元。2009年，这位资本雄
厚的民营企业家毅然回村，担任村第一
支部书记，决意开创双河村美好未来。

当时，长沙市出台政策，加速推进
城乡一体化发展；长沙县大力鼓励和支
持社会资本参与城乡一体化建设。

柳中辉有个大胆设想：由企业主体
建设，借助政策支持和政府推动，将双
河村打造成集现代农业、休闲旅游和生
态小镇于一体的新型农村。

在征得村民同意后，他将初步设想
形成方案上报， 很快得到了肯定回复。
在政府主导推动下，我省首个社会资本
投资的城乡一体化建设试点项目———
浔龙河生态小镇应运而生。

按照规划， 双河村以小城镇建设为

载体，因地制宜发展现代农业、农产品加
工业、休闲旅游业，打造百姓富裕、环境
优美、设施完善、社会和谐的美丽乡镇。

土地集中流转，特色产业富民

小城镇建设，土地统一规划、利用
是第一步。

按规划， 农民将集体土地所有权、
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出让、流转
或置换，以土地资源支持小城镇项目建
设，并通过项目建设实现致富增收。

这个想法刚一抛出，遭到一片反对
之声。

70多岁的史配乾老人当时质疑：
“这不是圈地吗？到时耕地没有了，我们
的子孙后代种什么， 吃什么？” 见多识
广的史配乾听说过很多地方借房地产
项目圈地，农民“被上楼”后，无地可耕，
无事可做。

柳中辉理解村民的担忧。他挨家挨
户上门解释：项目建设之前，将对土地
进行产权界定；由新成立的浔龙河土地
合作社， 对农民土地进行集中流转。按
照每年每亩耕地300公斤稻谷， 林地75
公斤稻谷，坡地、水塘及其他闲置用地
100公斤稻谷的价格， 参照国家当年的
粮食收购价，以现金的形式进行支付。

村民获得流转收入后，可以直接购
买粮食解决吃饭问题；同时，在村民集
中安置区开辟菜园，每户可分得一分地
种蔬菜，解决吃菜问题。

其他土地产生的收益， 由政府、企
业、村集体分成。另外，预留部分建设用
地给村里集体经营，产生的收益归村集
体所有。

“了解这些情况后，村民心中的疑
惑解开了，很多坚决反对的村民转为支
持。”村民黄建国说。2010年9月，双河村
组织召开申请城乡一体化试点村民公
投大会，全村村民支持率达到97.2%。

黄建国介绍，他家3亩5分地，原来自
己耕种，一亩地一年赚不到300元。土地
流转后， 每亩可得300公斤稻谷， 合计
900元。“流转3年来，每年可得3000多元
流转费。以后还有山地、林地流转费。”

在双河村浔龙岛，记者看到，上百
亩土地上，豆角、茄子、辣椒等绿色蔬菜
生机盎然，田地间点缀着一个个古朴的

凉亭，几位村民正在田间劳作。柳中辉
介绍，这就是将流转过来的土地集中发
展的绿色生态农业之一。

按照规划，浔龙河生态小镇将把蔬
菜、水果、艺术园林三大产业作为特色
农业产业重点打造；同时发展农产品深
加工业，对项目区内的绿色蔬菜、特色
水果等农产品进行加工，形成产、供、销
一体化的特色农业发展模式。

目前，一个集生态休闲、旅游观光
于一体的现代农业项目区已建成，项目
区内有优质稻1100亩、 绿色蔬菜600
亩、花卉苗木300亩；现代农业深加工项
目正在筹划中。

农民集中居住，土地集约
开发利用

6月2日，天气晴朗。紧邻东八线的
五七组地盘上，双河村居民集中居住区
正在紧张施工。年底，首批50户居民将
入住。

双河村502户， 分散居住在村里各
个地方。 按照浔龙河生态小镇的规划，
村民实施集中居住。村民原有住房拆迁

后，可凭宅基地使用权置换一套新房。
新房建设按照“上有天、下有地，前

面有门面、后面有小院”要求，依山就
势，高标准建设。

分配标准为，1至3口之家可分210平
方米住房， 每增加1人增加70平方米。集
中安置区内，由政府整合专项资金，建设
农民广场、公园、公交车站等配套设施，
实现水、电、路、气、网的全方位配套。

村民谭云浩算了一笔账： 他家4口
人， 可获得45万元左右的拆迁补偿。如
果按照现在的安置方式，“旧房换新房
后，还可以拥有门面，并在装修后有部
分存款，挺划算的。”

“农民拆迁集中居住后，全村可以
节约出400亩耕地， 通过公共服务的投
入和建设，农民的生活条件也将大大改
善。”柳中辉说。

集中居住后，村里将闲置出来的土
地集中进行产业开发和商业地产开发。
村民对集体土地拥有股权，可从集体土
地收益中获得稳定分红。同时，村里规
划发展现代农业、农产品加工业、文化
旅游等产业，均可为村民提供大量就业
机会，解决农民生计。

孙振华

城镇化，农民变市民。因城市基础
设施与公共服务的承载能力以及就业
岗位的限制， 农民不可能大量涌入都
市。一些城郊，因地制宜、因势利导让
农民就地城镇化， 的确是一种值得尝
试的小城镇建设路径选择。

就地城镇化，目前存在两种模式：
一是政府主导，一条马路，两排住房、
铺面；二是纯商业资本主导，将农民异
地安置，在空置地修建高档小区，将农
民完全与现代文明和都市繁
华隔离开来。

浔龙河生态小镇建设 ，
尽管其推动力还是外来的社
会资本， 但当地村民却是城
镇化的主体，村民集中居住，

在本地从事现代农业、 农产品加工业
和现代服务业，“离土不离乡、 就业不
离家”；而且小镇规划起点高，村民居
住、产业发展、商业开发、生态保护均
作了充分的考量。

这种模式， 既解决了城镇化建设
中“钱从哪里来”的问题，增添了小城
镇本身的造血功能， 又让村民享受到
了小城镇建设的实惠和现代城市文
明，具有较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这，
不失为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一种有益
探索。

朱海薇

离高考还有两天。 近期网
上出现许多兜售高考试题答
案、 假冒填报志愿的 “钓鱼网
站”，该类网站以“考试真题与答
案”、“90%切题率”、“一次包过”
等花言巧语骗取考生及家长的
信任，窃取隐私、进行诈骗。

有人说 ，没经过高考 “考
验”的人，就不算当代中国人。
的确，高考与每一个中国人息
息相关，揪动着考生和其家庭
所有人的心 。 正由于过于关
注 ，神经高度紧张 ，骗子们就
有了可乘之机。

每年都有高考骗局，每年
都会被揭穿，可是每年都有不
少人上当 。与往年相比 ，今年
兜售高考答案的 “钓鱼网站”
制作更加精良 ， 细节更难辨
识 ，许多网站还标榜 “多年老
牌值得信赖 ”、“考完付全款 ”
等诱惑信息并展示若干“用户
好评”。 而在用户与网站进行
接洽后，常以“预付定金”名义
要求付款 ，更有甚者 ，贩卖答
案者竟然以 “买答案 ”为由敲
诈考生。

最常见的诈骗手法有两
种 ： 一是 “出售高考试题答
案”，以QQ方式与网友进行联
系 ，出售 “考试真题 ”，确保考

生“100%通过”，如果考生没有
通过，骗子网站承诺全额退还
费用， 一旦网友轻信并付款，
骗子就会卷款消失 ；二是 “出
售高考猜想题”，声称签约了全
国各省的教授及往年高考命题
组人员，确保原题率20%—50%
以上，切题率90%以上。

其实，许多考生和家长并
不是真想作弊 ， 只是心里没
底，于是没头苍蝇似地乱撞一
气 ，以图 “临阵擦枪 ，不快也
光”。结果被骗子逮个正着，不
但没有缓解考前焦虑，反而更
加影响心情。

考前焦虑人人都有， 不在
乎也不可能。作为高考过来人，
笔者在此支个招：就两天了，系
统地看书做题也来不及了，闲
着心里又发慌， 不妨和同学互
相问答， 好朋友间说说笑笑提
示性复习，不但“擦了枪”，也缓
解了心理压力， 还为将来致青
春时留下了美好回忆。

家长们也千万不要神秘
兮兮地和邻居、同事交流什么
各路 “神题”， 那样帮不了孩
子，还有人为制造紧张情绪。

骗子们最不肯放过的就是
心慌的人， 他们用各种花言巧
语钻心理焦虑那条缝。 保持淡
定，不急不躁，不抱侥幸，就把
缝堵上了，骗子们就无处下手。

听取律师意见
有望制度化

省检察院召开律师座谈会
本报6月4日讯（记者 张斌 通讯员 周薇 李昂）

6月3日，省人民检察院召开律师座谈会。来自全
省各地的10余名律师代表与30余名检察官面对
面，畅谈如何更好地贯彻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有
效推进和保障修改后的刑诉法、 民诉法的贯彻
实施。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游劝荣出席并讲话。

会上，翟玉华、刘岳、潘志勇、贺晓辉、薛宏
志等律师先后发言。 大家表示， 修改后的刑诉
法、民诉法今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是最能体现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重要程序法， 建议检察机
关进一步依法履行监督职责， 努力构建和谐的
司法环境。

游劝荣欢迎律师朋友和社会各界对检察机
关、检察工作及检察干警进行监督。他说，检察
官和律师同样是法治建设的重要力量。 检察机
关要尊重理解和认识律师的职业特点、 职业性
质， 切实尊重和保障律师在办案过程中的合法
权利。检察机关应当加强与律师的沟通，在每一
个诉讼环节认真听取律师意见， 建立听取律师
意见的制度化渠道。 检察机关和律师应当共同努
力，使诉讼过程同时成为化解社会矛盾的过程，通
过平衡各种社会关系， 为社会利益找到最大平衡
点。检察机关要与律师界共同努力，让人民群众在
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

印象“城镇化”⑧———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构建诗意的家园�

省级贫困村的华丽蝶变
———看长沙县双河村如何建设浔龙河生态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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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 时评

高考季，小心被骗

■端午节交通信息

高速公路不免费

长沙起飞机票折扣多

铁路加开14趟临客

■记者感言

就地城镇化的有益尝试

湖南师大附中高新实验中学近日举办首届“社团·英语节”，学生们用熟练的英语上演了一出出经典话剧。
本报记者 赵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