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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6日讯（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龚卫国 邓克成）芷江侗族自治县冷水溪乡翁
致溪村村民张翠英患宫颈癌， 家里贫困没钱
治疗。 近日，她按照悬挂在家门口公示牌上的
联系方式， 试着给联户乡干部李红莲打了一
个电话。 李红莲上门了解情况后，帮她整理资
料送到上级妇联部门，为她争取到救助金1万
元，解了燃眉之急。

在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中，芷江开展“干部挂牌入农家、服务群众到
基层”活动，由乡镇党员干部联户，为群众提
供政策宣传、代理代办、纠纷调解、排忧解难、
卫生监督、帮扶致富等服务，并在农户家挂牌

公开其基本信息、服务内容、服务要求和监督
电话等。 乡镇党员干部深入联系户，采取走访
座谈、拉家常、参加生产劳动等形式，加强交
流沟通，并及时记录农户基本情况信息表。 县
里要求乡镇联户干部每个月至少电话联系服
务2次、每两个月至少上门联系服务1次。 每次
联系服务情况， 要在联系服务登记卡上如实
记录，并由联系户签名证实。

芷江乡镇党员干部还每人带一本“民情
台账”。 将联系服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认真
梳理后汇总，制订解决问题的计划和措施，明
确解决问题的时限，再把相关事项记入“民情
台账”。 职权范围内能够解决的事项，由党员

干部自主解决；个人不能解决的事项，提交乡
镇每月召开的网格工作例会， 集中进行研究
解决。 在联系服务过程中收集到的群众合理
诉求、代理代办委托事项及各类合理化意见、
建议等，向群众承诺办理时限，并在承诺时限
内办理到位。

活动开展以来， 芷江1200多名乡镇党员
干部勤走基层、 服务群众， 已到农户家悬挂
公示牌近9万张， 帮8.9万余农户制订了增收
规划， 与1740余户困难户结对帮扶、 共落实
帮扶资金132.5万元， 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和安全隐患510多起， 代办各类事项3870多
件次。

本报5月6日讯（记者 周云武 谢璐）“铜官
及周边地区陶瓷原料储量丰富，品种繁多，品质
优良， 用其烧制的陶瓷产品质量上乘， 绿色环
保，健康安全。 ”5日，由中国著名陶瓷专家周建
儿教授等知名专家, 以及国家陶瓷质量监督检
验中心、醴陵陶瓷研究所等权威机构组成的“铜
官陶瓷原料及产品特色品质专家评审会”在长
沙市望城区召开。“铜官陶瓷黏土分布面积15
平方公里，其储量达6000万吨，再采用几百年
都没有问题。 ”周建儿教授表示。

此前，望城区委托国家陶瓷产品质量监督
检验中心和湖南省陶瓷研究所、中南大学等对
铜官陶瓷泥料、釉料及产品试片进行取样，完成
全分析、定量分析、矿物分析、窑物理性能等检

测分析。 与会专家认为， 铜官既有高Al2O3含
量、高可塑性的料土，也有高铁富硒含麦饭石的
红土，还有特色功能各异的底土、枯土、梅土、连
土和耐火土，适合日用陶瓷、工艺陶瓷、炻瓷、耐
热陶瓷、园林景观陶瓷等不同类型陶瓷产品的
选料。用其配制的坯泥工艺性能好，烧成温度范
围宽，产品性能优良，不含铅、镉等重金属，是高
品质陶瓷原料。铜官陶瓷产品中，茶具含铁、锌、
硒等多种有益人体健康的微量元素，具有良好
的保健功能；陶瓷酒瓶透气又不渗漏，对原酒陈
酿过程有很好的催陈效果；雕塑、陈设、仿古等
工艺美术陶瓷的坯、釉、彩料运用巧妙，颜色丰
富多样，形象生动传神；琉璃瓦等仿古建筑陶瓷
造型古朴，坯釉结合性能好，抗压、耐寒、不褪

色。
望城铜官为全国著名的“五大陶都”之一。

大唐时期的长沙铜官窑，更是为世界釉下多彩
陶瓷发源地，开创了“南青北白长沙彩”的陶瓷
发展格局， 对世界陶瓷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而
今，铜官拥有100多家陶瓷企业和工作室、近20
名国家级和省级陶艺大师，陶瓷产业规模达到
15亿元，形成了以日用陶瓷、工艺美术陶瓷和
园林建筑陶瓷为特色的陶瓷产业体系。5月1日，
首家铜官陶瓷生活馆在长沙麦德龙开业，铜官
陶瓷开始正式进军国际卖场。 望城区已全面启
动“长沙铜官窑复兴计划”，着力将铜官打造成
为国内最具活力和成长性的陶瓷文化创意产
业基地、当代国际陶艺新地标。

本报5月6日讯（记者 贺佳）今天上午，
省长杜家毫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
部署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工作。

会议指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管理与
运用，不断提高依法办事的意识，对于保障
经济活动特别是重大经济活动的开展具有
重大意义。要立足我省实际，科学界定政府
在知识产权保护中的角色和作用， 厘清政
府功能，明确职责范围，开展分类指导，更
好地发挥知识产权制度在推动科技创新、
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对涉
及国家安全和对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影响重
大的经济活动，要切实加强监管，积极开展

知识产权专项评估和论证， 在实践中不断
完善相关体制机制，促进政府决策科学化，
有效防止知识产权流失，保证国家安全；对
一般性经济活动， 要充分发挥政府引导作
用和企业主体作用， 建立完善知识产权评
估体系，培育发展知识产权中介机构，加强
和规范知识产权评估的服务咨询， 使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各级各部门
要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引导全
社会尊重知识、尊重创造，努力营造良好的
知识产权保护环境， 让创新创造活力充分
迸发。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本报5月6日讯（记者 柳德新 通讯员
贺万峰 实习生 汤晓旭）今年我省农村人口
饮水安全建设总任务将超过600万人，比去
年增加一倍。这是记者从今天召开的全省农
村饮水安全工作视频会议得到的消息。

我省共有3164.71万人列入国家农村
饮水安全工程建设总体规划。 2005年以来，
我省大力推进农村人口饮水安全工程建设，
累计完成总投资104亿元，建成各类农村安
全饮水工程2.3万处， 解决了2182万人的饮
水不安全问题。全省已建成千吨万人以上的
规模供水工程近600处，到今年底将全面解
决2285个乡镇政府所在地的饮水安全问
题。同时，顺应城乡统筹发展趋势，在嘉禾县
开展城乡供水一体化试点，建成一批供水人
口10万人以上的安全饮水工程。

根据水利部安排，2015年要全面完
成国家规划内饮水安全建设任务。 目前，
我省尚有982万国家规划内的饮水不安
全人口亟待解决，洞庭湖区还有205万国
家规划外人口饮水铁锰超标问题需要解
决。 今年，中央预计将下达我省国家规划
内553万人的饮水安全建设任务，加上省
委、 省政府明确要求解决洞庭湖区规划
外人口饮水不安全问题， 今年全省饮水
安全建设总任务将超过600万人，比去年
解决饮水不安全人数增加一倍。

省水利厅副厅长钟再群介绍，在加快建
设的同时， 也将加强人饮安全工程的管理，
特别是提高水质检测能力。 原则上每个县要
建设一个水质检测中心，县一级要达到42项
检测指标，市一级争取达到106项检测指标。

本报5月6日讯（记者 陈永刚）在长沙
市环保局今天举行的“环保开放日” 活动
上， 力度空前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正
式与市民见面。《长沙市大气污染防治行动
计划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提出，长
沙将投资77亿多元治理大气污染，到2017
年空气优良天数达到237天以上。

长沙市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涉及燃
煤小锅炉整治、二氧化硫治理、氮氧化物治
理、颗粒物治理、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治理、落
后产能淘汰、黄标车淘汰、绿化生态建设、能
力建设等9大类型，共138个项目，每个项目
都具体规定了实施进度表及责任单位。 通过
重点工程项目的实施，年削减二氧化硫2670
吨、氮氧化物6145吨、颗粒物1638吨。

《方案》明确，将在2014年年底前累计
淘汰80%的黄标公交车；2015年底前基本
淘汰2005年底前注册营运的黄标车；2017

年底前基本完成全市黄标车淘汰工作。
道路扬尘是大气污染的一大元凶。《方

案》规定，长沙将加强道路两侧和中间带绿
化，减少裸露地面和水土流失。强化市政道
路环卫维护， 减少道路二次扬尘。 长沙
2017年底前将完成挥发性有机物重点企
业治理。 禁止使用袋装水泥和现场搅拌混
凝土、砂浆，推广使用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
浆。 所有车辆不得带泥上路。

《方案》提出，长沙市环保部门与气象
部门合作，将在2015年年底前建成预警系
统，并与株洲市和湘潭市实现信息共享，逐
步实现长株潭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联
治。

长沙还将扩大高污染燃料禁燃区范
围。 2014年，市政府及相关县(市、区)政府
将制定并发布本地区禁燃公告， 分阶段实
施禁燃工作。

李晟

广场舞扰民话题持续发酵之际， 长沙的
一些大妈却在高考前夕， 自觉将广场舞调到
“静音”模式。 昨日，雨花区侯家塘街道电院社
区启动“高考静音月行动”，从即日起至6月高
考中考结束， 社区广场舞队在居民区的露天

排练将全部暂停。（5月6日《长沙晚报》）
广场舞参与者多为中老年人，他们的业余

活动屈指可数，相比于棋牌等活动，广场舞实际
上是他们所能开展的成本最低、最便捷也最健
康的文体活动。另一方面，进入五月，高考、中考
倒计时的沙漏默默地开始流动，莘莘学子在为
决定自己命运的时刻而尽全力准备。

一边是安静的需求，一边是舞动的激情，
长沙的一些大妈主动礼让：想尽办法降噪，将
活动转至“地下”，甚至干脆偃旗息“舞”。

俗话说得好：退一步，海阔天空。我们不禁要
为长沙大妈们的礼让“点赞”。 因为，唯有用沟通
化解敌意，以友善增进理解，方能“各美其美”，实
现小到一个社区，大到整个社会的和谐。

本报5月6日讯（记者 周月桂）今天是农
历四月初八，老话说：“四月八冻死鸭”，今天
的湖南却不见低温。 不过，凉意也不远了，气
象预报说，8日起省内又有一次不小的降雨。

“四月八”左右，在许多人的记忆里，
总是要例行公事般来点凉意，这一天处在
季节的分水岭上，如果说之前还是忽冷忽
热的春夏交替时节，之后季节就差不多要

堂而皇之地走进夏天了。 省会长沙今日气
温飙升，15时实时气温达26摄氏度， 阳光
灿烂，一派暖色。

省气象台预计，7日最高温将达27摄
氏度左右，8日至10日省内有一次较明显
降水天气过程， 其中9日至10日是降水最
强时段，强降雨带位于湘东北至湘西南一
线，有大到暴雨，11日天气短暂好转。

挂牌入农家 服务到基层
芷江乡镇干部脚板走出“鱼水情”

不含重金属 可采几百年

5月 6日 ，
怀化市四中的
学生向西藏学
生赠送校服 、
书包 。 当天 ，
西藏自治区申
扎县中学的21
名学生来到该
校， 开始为期
一周的交流学
习。 藏族学生
与 本 地 学 生
“ 一 对 一 ” 对
接， 并住在对
接同学家中 ，
感受当地的生
活 、 文 化 。

刘银师 摄

为广场舞“静音”点赞

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三湘快语

杜家毫主持召开
省政府常务会议
研究部署知识产权保护等工作

农村人饮安全建设任务翻倍
今年又有超过600万人将喝上放心水

长沙投资77亿多元“清霾”
力争到2017年空气优良天数达237天以上

“四月八” 是个分水岭
8日起又迎雨水月桂聊天

望城铜官依托高品质陶土做出15亿元产业

人水和谐， 秀美洞庭入画来

垃圾当大餐“吃干榨尽”

长沙观察

泰国，“走出去”的理想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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