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7月4日讯 （记者 白培生 通讯员
胡旋 张经武 刘琛） 近日， 总投资超过
100亿元的桂阳县有色金属冶炼加工项
目区，正式通过省环保厅环评，并开工建
设。该项目区建成后，将成为产值过千亿
元、税收过20亿元的全国重要有色金属
冶炼加工专业园区。 这是今年桂阳县县
级领导深入园区调研，优化发展环境，护
航重点项目取得的重大成果。

今年以来，桂阳县大力开展“县级领

导调研重点建设项目及规范涉企检查工
作月”活动，成立了以县委书记任顾问、县
长任组长的领导小组，并确定了重点建设
项目、重点企业为县级领导的联系点。各联
系重点项目的县级领导纷纷深入一线，实
地调查了解重点项目（企业）发展情况，并
通过现场交办、召开调度会和座谈会等形
式，为其解决实际困难。 同时，该县规定每
月前20天内，除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
等特殊情况外，各执法部门不得进入企业

开展执法检查。 并通过全面推行涉企检查
“备案制”和“满意度反馈卡”制度，发放《桂
阳县涉企检查（收费）登记本》等措施，要求
职能部门开展检查前必须到县优化办备
案， 并由驻点县领导进行跟踪督导，
确保“有诉必理，有案必查，有查必
果，有责必究，快办快结”。

今年以来，该县已为重点项目
（企业）现场解决行政审批、用地用
水用电等问题117个， 大大加快了

项目（企业）的建设速度。截至目前，全县
今年安排的150个重点建设项目中，已
有116个顺利开工； 完成投资60.5亿元，
同比增长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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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晴 25℃～35℃
湘潭市 多云 27℃～35℃
株洲市 多云 28℃～35℃

长沙市 今天晴天间多云， 明天多云
南风 ２ 级 28℃～36℃

张家界 阵雨转中雨 26℃～34℃

永州市 晴 27℃～35℃
衡阳市 多云转晴 28℃～36℃
郴州市 晴 2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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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4日讯 （记者 周怀立 通讯员
唐艳丽）酷暑季节，天气炎热。 今天,茶陵
县思聪乡思聪村53岁的保洁员唐菊芳
仍一丝不苟地清扫着村道路面。 面对记
者， 她揩揩汗说：“以前我们住房周围都
是垃圾， 臭气熏天， 蚊子成群。 现在你
看……”顺着她指的方向望去，但见村道
旁分布着一个个垃圾分类池，鸡、鸭、猪
等都关在整齐的禽畜棚里， 建筑工地也

立起了围挡。
茶陵县地处罗霄山连片特困区，过

去由于生活贫困， 农村群众卫生意识薄
弱，环境卫生状况差。 去年初，根据株洲
市统一部署， 该县加强农村环境综合整
治，启动以“打造完美乡村、建设美丽茶
陵” 为主题的新农村建设， 着力打造清
洁、整齐、生态、美丽、文明乡村。 县里每
村每年给予1-4万元补助， 用于农村环

境整治，并对整治情况逐月进行公开。他
们还采取措施，激发农民主体意识，在21
个乡镇全面推行以户为单位的“一户一
策”工作法，指导广大群众有针对性地进
行整治，不留死角。

为加快整治进度，去年8月，茶陵县实
施“双百长廊亮丽工程”， 对贯穿境内的
106国道和320省道沿线进行综合治理，组
织13个乡镇55个村，对乱搭乱建、乱摆乱

设、乱扔乱倒、乱贴乱挂等“六乱”现象进
行治理。 仅半个月，就拆除公路沿线违规
雨棚970个、空心房与破败房320间。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深刻改变着茶陵
县农村的面貌。 现在，该县不仅村村设有
垃圾分类池，还实现了生活垃圾统一清运
处理。 原来垃圾遍地、蚊蝇飞舞的场景逐
渐远去，全县已涌现出3个红旗乡、40个示
范村、500个样板组、6000户文明户。

本报7月4日讯 （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施泉江 肖强）
今天， 长沙交警部门对近期
在交通综合整治中查扣的
219台无牌无证、假牌套牌的
机动车依法实施集中销毁。

长沙交警介绍， 有两
种类型的车辆必须强制报
废， 一是不能提供合法来
历凭证或已达到强制报废
标准的车辆； 二是在法定
期限内未按时接受处理的
车辆。 这次被销毁的219台
套牌、 假牌车辆是在日常
交通综合整治行动中查扣
的， 都属于没有合法来历
的报废车、 走私车或拼装
车， 其中不乏市民关注的

进口豪车和黑的士。
交警提醒， 假牌、 套

牌车辆存在极大交通隐患，
驾驶人大多存在侥幸心理，
常常衍生闯红灯、 超速等
交通违法行为， 极易导致
交通事故， 甚至在发生交
通事故时逃逸。 假牌、 套
牌车多违反常规在晚上等
警力较弱的时段或偏远区
域出现， 如市民看到有的
出租车白天长时间在小区
深处或边远城区停着不动，
一到晚上就上路营运， 极
有可能是假牌或套牌车 ，
可拨打122举报， 交警部门
查证属实的， 将给予100至
500元不等的奖励。

本报7月4日讯（记者 肖军
通讯员 李娟芳 蒋勇 戴吉斌）

“现在等红灯， 不会被晒到、
淋到了， 安装这个设施真
好。 ”今天上午，记者在怀化
城区太平桥路段的十字路口
等红绿灯时，发现这里设了4
个“行人过街候灯区”。 市民
对此表示赞赏。

上午11时许， 记者来到
太平桥路段， 发现太平桥十
字路口立起4个“行人过街候
灯区”。 候灯区用钢架支撑，
顶部铺以厚厚的帆布， 面积
在8平方米左右，能同时容纳
10多人候灯。“以前过这条
马路，等红灯时间长，头顶太
阳晒得火辣辣的， 很多人耐
不住就闯过去了。”市民陈新

说，有了这种“凉棚”，等红灯
时不仅多了一份清凉， 更多
了一份耐心和温暖。

记者在路口采访了多名
市民， 他们对交警部门安装
这种“凉棚” 无不称赞。 怀
化市交警支队设施科左林科
长介绍， 在晴热高温天气和
雨天， 行人等红灯时， 易产
生烦躁情绪， 想尽快穿过马
路， 这往往埋下交通安全隐
患。 为此， 他们从上个月开
始， 在城区太平桥路口、 麻
阳路口， 先后规划安装6个
行人过街候灯区， 就是希望
用这种人性化设施， 为行人
遮阳挡雨， 减少交通违法行
为。 这个月， 还将在别的大
路口设置这种候灯区。

本报记者 徐典波 徐亚平
通讯员 孙兵 徐畅

7月4日， 记者挥汗走过岳阳街头，
看到了一群热汗淋漓的城管职工在奋
战。市民任娭毑赞道：“他们是夏天里最
美的‘城市美容师’！ ”

“大暑小暑，上蒸下煮”。 15时许，
室外温度超过38℃，沥青路面被太阳
晒得发软。 洞庭北路上，市政公司干
部胡晖带着7名工人正在整治窨井，
个个汗流浃背。 工人陈海军布好窨井
网，还不忘站在上面踩几下，看是否

牢靠。“天气热，1个窨井比平时多花1
个小时。 ”胡晖称，“马虎不得，质量就
是生命！ ”

16时许，洞庭大道路段，正在抢修
路灯的市路灯管理处职工晏靖、 胡诗
林，站在18米高的高架车上忙碌。 一刻
钟后，他们摇摇晃晃“从天而降”，全身
早已湿透。晏靖好幽默：“我今天都洗了
10个‘热汗澡’。 ”前来“高温送清凉”的
市城管局局长陈阁辉， 忙递上矿泉水。
他叮嘱：“尽管高温，标准也要高，要确
保天黑前路灯都能亮起来！ ”

时至傍晚，热浪不减。 金鹗路上，

城南环卫所职工李读红忙着清运垃
圾。见到记者，他举起随身带着的大水
壶,咕咚咕咚连喝几口。“1天要喝6大
壶呢！不喝水,话都说不出来。”他告诉
记者，“天气热，垃圾急剧增多，工作量
比平时更大。 ”“您觉得辛苦吗？ ”记者
问。 他回答说:“辛苦。 但值得，为了城
市更美嘛！ ”说话间，不知哪儿吹来一
个塑料水瓶 ,留在 马 路 中 ； 李 读 红
立即转身去捡……

益阳市 多云转阵雨 26℃～33℃
怀化市 多云 26℃～33℃
娄底市 多云转晴 27℃～35℃

吉首市 多云转阵雨 25℃～32℃
岳阳市 阵雨转大雨 25℃～35℃
常德市 多云转小雨 26℃～34℃

茶陵 乡村美景怡人

桂阳 重点项目提速

洗了10个“热汗澡”
———岳阳“城市美容师”挑战“两高”

◎责任编辑 李茁 版式编辑 李妍◎
记者�� ��在基层

7月4日晚，上万名市民在观赏流光溢彩的水上音乐喷泉。 总投资近4亿元的常德市白马湖文化公园占地625亩，其中水
面278亩。 本报记者 周勇军 刘也 摄影报道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3年 7月 4日

第 20131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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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9 1000 1009000

组选三 0 320 0
组选六 1722 160 275520

9 72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3年7月4日 第2013077期 开奖号码
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90631848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31
二等奖 186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5415508
2 103877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1740
71510

1079027
7701962

339
2281
35252
254874

3000
200
10
5

0323 24 26 291409本报7月4日讯 （记者 杨军 通讯员 阳丽萍
李艳 ）近日，沅江市推出“放心菜”标识徽工
程， 即向符合质量标准的蔬菜颁发专用标识
徽，以便消费者选择。

为推动蔬菜生产向生态、高效发展，该市推
出了“放心菜”标识徽工程，对专业蔬菜基地生
产、监督、检测、上市等环节全程跟踪。基地蔬菜
经连续抽检2次合格后，方可获得“放心菜”标识
徽使用资格。

沅江“放心菜”贴标识

本报7月4日讯（记者 张湘河 通讯员 梁
涛 李盾）“最走俏的蔬菜是西红柿、甜瓜，平均
每天销售湘鄂渝黔四省边区5000公斤以上。 ”
7月3日， 龙山县华塘街道红岩寺蔬菜协会会
员、党小组组长魏利胜高兴地向记者介绍。

目前，在龙山县，建在产业链上的党小组
有1200余个， 参与党员达9800余人， 涉及销
售、种植、养殖、加工等10多个门类。 通过打造
“党员创富工程”， 全县产业党小组党员中有
100多名党员年销售额超过100万元。

龙山产业党小组
推动“党员创富”

本报7月4日讯（记者 蒋剑平 戴勤 通讯员
刘飞）最近，邵阳县打响河道采砂专项整治攻
坚战， 规定所有采砂船只和河砂码头停止生
产，为下一步规范化管理河道采砂、有偿出让
采砂权奠定基础。

通过专项整治与规范管理，邵阳县计划将
砂石开采权以河道流经的10个乡镇为主体，共
核定10个标段，全部实行有偿出让，河道采砂
码头将由104个核减到25个， 采砂船只由125
艘核减到50艘。

邵阳县整治河道采砂
核减采砂码头79个

长沙销毁
219台套牌假牌车

市民举报有奖

十字路口搭凉棚

怀化为过街行人遮阳挡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