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邵阳市 多云转晴 -2℃～8℃
湘潭市 多云转晴 -1℃～9℃

张家界 晴 -2℃～13℃
吉首市 多云转晴 -2℃～9℃
岳阳市 多云 0℃～10℃

常德市 晴 0℃～10℃
益阳市 晴转多云 -1℃～12℃

怀化市 阴转晴 -1℃～8℃
娄底市 多云 -1℃～9℃

衡阳市 多云 1℃～7℃
郴州市 小雨转雨夹雪 1℃～5℃

株洲市 多云转晴 1℃～9℃
永州市 小雨转多云 0℃～7℃

长沙市
今天，阴天转晴天，明天晴天
北风 2 级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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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12日讯（记者 周云武 通讯
员 资涵）记者今天从长沙市望城区爱卫
办获悉， 由省爱卫办主办的2013年度全
省城乡环境卫生整洁行动考评， 望城区
不仅荣获全省城乡环境卫生十佳县市区
称号，而且综合评分全省排名第一。

望城原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县。
2011年县改区后，为实现由农村管理向
城市管理转变，区委、区政府围绕打造

省会长沙最亮丽名片、建设现代化公园
式城区的目标，按照全国文明卫生城市
创建标准，先后组织开展了以清除陈年
垃圾、整治卫生死角、铲除“牛皮癣”顽
疾等为主题的“百日行动” 和“雷霆行
动”， 有效解决了一大批城市管理的
“老大难”问题。近3年来，他们共投入近
40亿元，开展“广植树、多栽花、不露黄”
全面绿化大行动， 栽植树木82万株，形

成了城区绿美相融、 城郊绿林环绕、城
外绿海田园的生态景观；对城区主次干
道的建筑立面进行高品质提质改造，并
用灯带点缀亮化， 打造出流光溢彩、美
不胜收的沿途美景；按照生态、整洁美
化的要求，打造光明村、黄泥铺村、彩陶
源村等一批生态靓村，形成了极具特色
美丽新村落，城乡面貌焕然一新。区委
书记谭小平介绍：“这个成就是望城区

全体人民的劳动成果。望城区的城市管
理、 特别是环境卫生整治， 全区没有旁
观者， 个个都是践行人， 大美望城雏形
初显。”

据悉，全省共有111个县市区参加此
次考评。 考评工作按市州考评和省级测
评相结合的办法进行。 长沙市在市州排
名中名列第一，望城区在111个县市区中
摘取桂冠。

本报1月12日讯 （杨卫星 李志平
段云行）在最近召开的首届涟商峰会上，
涟源市政府与涟商就城北新区综合体、
产城一体化园区建设、 华德绿色食品工
业园、城西新农村建设示范园、散热器和
雨刮升降器生产5个项目进行了签约，意
向合同总金额97亿元。

涟商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 分布各
行各业，总数已超过10万人。据不完全统
计，涟商已拥有固定资产近1000亿元。涟

商中一大批优秀企业家和慈善家在中国
商界声名鹊起。为使“涟商回家、资源回
归”，近年来，涟源市切实优化经济发展
环境， 出台了《涟源市招商引资优惠政
策》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为涟商投资兴业
创造诸多有利条件， 给予优惠的用地和
财税奖励政策， 努力扶持回归企业做大
做强。该市加快推进该市工业园“一区多
园”建设步伐，“十二五”期间将建设标准
化厂房12万平方米以上。 鼓励社会资本

和企业投资建设标准厂房，并给予补助。
努力把工业园区建设成加速推进新型工
业化、 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
载体和招商引资的重要平台。 同时深入
开展市级领导和市直部门挂点联系活
动，为回归企业排忧解难，助推其发展。

涟源市委书记曾益民多次强调，要
为涟商营造“亲商、爱商、富商”的良好发
展环境， 以乡情联谊为纽带， 引导涟商
“归巢”兴业。曾益民和涟源市长谢学龙

多次陪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到茅塘家
乡走访， 还专程到三一总部向梁稳根要
求支持涟源经济建设。 三一涟源工业园
2012年产值达到17.6亿元，纳税1.7亿元，
成为涟源市首家纳税过亿元企业。

永兴法院庭审下乡巧普法
本报1月12日讯（记者 白培生 李秉钧 通讯员 郭鹏 马

益坤）“现在开庭……”近日，随着法槌敲响，一起涉嫌失火罪
案件在永兴县香梅乡塘屋村一块空地上开始庭审，当地部分
乡村组干部和村民近100人旁听了这场“下乡”的庭审。

一条“永兴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的横幅、一枚亮闪闪
的国徽、几张桌子，庭审现场布置和法院无异，只是“天然”的
旁听席让庭审现场放大了不少。 持续近一个半小时的庭审，
将法庭调查、举证质证、法庭辩论等庭审过程完全展现在大
众面前。近年来，永兴县法院以创建“全省司法公开示范法
院”为目标，把巡回审判工作作为推进司法公开、促进司法公
正的一个重要举措来抓，以公开促公正。为使巡回审判工作
取得成效，该院选取发生在群众身边、具有广泛代表性和深
刻警示意义的典型案例，在巡回办案联络点或案发地开庭审
理，为群众送去一堂堂生动、直观的法制教育课，达到了“审
理一案、教育一片”的效果。

政风行风正不正群众说了算

宁乡千名群众
给60个部门单位“照镜子”

本报1月12日讯 （记者 陶小爱 通讯员 彭倚 李宏伟）
政风行风正不正，群众说了算。近日，宁乡县召开2013年优
化经济发展环境暨政风行风千人测评大会，来自各行各业的
千名群众代表给60个部门单位“照镜子”，现场对行政执法、
综合管理、社会服务三大类60个单位的政风行风建设进行现
场测评，并当场统计、亮分。宁乡经开区工委书记、县委书记
黎春秋表示：政风行风千人测评已成为该县优化环境的“指
挥棒”，彰显民意的“风向标”和工作落实的“助推器”。

接受测评的60个单位来自全县具有行政执法、综合管理
或社会服务职能，与企业、项目、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
的部门和行业及其二级单位。此次参评对象加大了直接服务
项目、服务民生、服务发展的部门单位特别是二级机构的参
评比重。在测评方式上，为避免一锤定音，进一步加重了平时
考核分值，由2012年的15%提高到20%，并在平时考核工作
中增加了服务对象分类测评环节。60个参评单位根据其服务
对象的性质分成5类， 搜集建立了1200名服务对象的数据
库， 通过服务对象分类测评与千人大会集中测评相结合，确
保了测评的精准度。

沅江重拳打击电捕鱼
本报1月12日讯（通讯员 左德明 阳丽萍 记者 杨军）近

日，沅江市出动民警9人、渔政执法人员15人，在宝塔湖至莲
花坳附近水域巡查中，查获湘阴县杨林寨乡王家河村非法电
力捕鱼船6艘， 没收并当场放生其非法捕捞的渔获物300公
斤，依法给予当事人张某等10人行政拘留5天的处罚。

2013年9月，沅江市开始开展渔业生产秩序集中整治行
动，对电力捕鱼等非法捕捞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到目前为止，
共查获电力捕鱼案件45起，收缴电机和柴油机45套、电子捕
鱼器2台、电瓶2个，现场没收和放生非法捕捞的渔获物2070
公斤，处罚、教育违规人员117人，其中行政拘留18人。

永定梯田上榜
“中国美丽田园”

本报1月12日讯（记者 廖声田 通讯员 易善任）日前，
由农业部组织开展的“中国美丽田园”推介活动揭晓，张家界
市永定区罗水乡龙凤梯田上榜十大“梯田景观”。

永定区龙凤梯田始建于春秋战国时期， 距今已有2000多
年历史。近年来，该区以打造最美丽田园为目标，加快龙凤梯
田开发建设，先后成功举办油菜花节、插秧节、摄影展等活动。

1月10日，穿上新衣服，拿到了新文具，孩子们很开心。当天，泸溪县
委组织部等单位携手“壹基金”公益事业协会，为达岚镇覃木阳村小学
的73名学生送去羽绒服、文具、雪地靴等价值4万多元的“温暖包 ”。

向民贵 文威 摄影报道

本报1月12日讯（记者 朱章安 通讯员 谭
珍利 周巍）“春节前住上新房子，心里高兴，不
再担心刮风下雨了。”1月10日， 衡东县石湾镇
源头村村民向云香告诉记者，她家原来住在土
坯房里，不挡风，还漏雨。去年她家列入危房改
造，现在已搬进面积60多平方米的水泥新房。

近年来，衡东县把农村危房改造当作一项
重要的惠民工程来抓，县与乡镇、乡镇与村层
层签订责任状，将责任落实到人。通过逐户走

访、调查摸底，对符合危改条件的贫困户建档
立案。同时，科学规划新房集中连片建设，搞好
房屋设计，对工程质量和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
督检查，让百姓住上“放心房”。

去年， 衡东县农村危房改造受益户达600
户，其中新建450户、修缮150户，他们中五保
户、低保户、残疾贫困户占46.5%。目前，工程已
全部竣工，600户危改户春节前可住上“放心
房”。

衡东600危房户住上“放心房”

打造公园式城区望城

涟商“归巢”兴业涟源

销售过亿元龙头企业达28家

本报1月12日讯 （记者 刘跃兵）1月12日，
永州市道县大坪铺农场脐橙种植户胡春元算
盘打得山响：“2013年，60亩脐橙产果12万公
斤，净赚10万元。”近年，该市坚持“树品牌、强
基地、壮产业”发展高效特色农业，永州大地处
处沃野生金。

该市大力推进“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订
单+农户”生产。到目前，全市发展农产品加工
企业3369家，其中，国家级龙头企业3家，省级
龙头企业27家，销售收入过亿元的龙头企业28

家。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610个， 带动农户
27.5万户。94个专业合作社入选首批全国农民
专业合作社示范社目录。去年以来，全市新增
万亩优质稻基地41处。

同时， 该市积极推进农产品品牌战略，该
市建成农业部国家级果茶标准园4个。14处蔬
菜基地成为国家级蔬菜标准园。65个品牌通过
“三品”产品认证，28个产品成为“湖南名牌产
品”、“湖南著名商标”。天龙、银光大米被评为
“中国驰名商标”。

永州农业产业提质发展

本报1月12日讯 （通讯员 王继斌 喻发良
记者 王文隆）在浏阳市农村，老人去世后不做
道场、不留骨灰、不焚香、不扎“灵屋”、不敬饭，
这是很少见的，但该市文家市镇五神村71岁的
老党员刘裔加去世后，他的家属就遵其遗嘱做
到了。最近，网友“米粒100颗”将刘裔加老人的
遗嘱发布在浏阳每家每户论坛，引起广大网友
关注，大家敬佩刘老的高风亮节，认为他在移
风易俗上起了表率作用。

1月3日， 刘裔加突发脑溢血， 抢救无效去
世，享年71岁。“去世后，不烧纸，不焚香，不敬

饭；火化，不留骨灰；不请道士，不搞任何迷信活
动……”这是刘裔加生前立下的遗嘱，遗嘱要求
家属在他去世后从简办丧事，做到“六不”。他还
要求将其遗嘱张贴在大门口，让村民都知道。他
在遗嘱开头写道：“我是共产党员，国家职工，所
以要带头破除旧习、 树立新风。” 遗嘱最后说：
“以上遗嘱请邵林（其子）坚决照办执行。”

刘裔加在当地德高望重，生前在基层工作
30多年，曾担任当地农技站站长17年，工作一
丝不苟，乐做好事。其子刘邵林也是当地有名
的“孝星”。

浏阳老党员移风易俗作表率不做道场
不留骨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