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8月14日讯 （记者
李伟锋 通讯员 彭见） 近期，
我省道路、 水上交通， 煤矿
领域连续发生5起安全生产事
故， 共造成21人死亡、 3人失
踪。 今天， 省安委办在长沙
警示约谈了与事故相关的辰
溪县人民政府、 湘乡市人民
政府、 新邵县人民政府、 资
兴市人民政府和湖南黑金时
代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

这5起事故分别是： 6月
15日， 辰溪县寺前镇双木湾
煤矿发生透水事故， 造成9人
死亡； 7月9日， 湘乡市行政
中心建设工地发生脚手架倾
覆事故， 造成3人死亡、 2人
轻伤； 7月23日， 湖南黑金时
代股份有限公司所属嘉禾浦
溪井发生瓦斯爆炸事故， 造
成5人死亡； 7月27日， 新邵
县大新乡发生自卸车载人翻
车事故， 造成4人死亡、 4人
受伤； 8月9日， 资兴市东江
湖发生一起沉船事故， 造成3
人失踪。

警示约谈会上， 辰溪县
副县长梁芊、 湘乡市副市长
谢北葵、 新邵县副县长姚荣
生、 资兴市副市长黄星、 黑
金时代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吴正水分别代表各自单位向
省安委办汇报了事故情况并
作检讨， 同时就如何吸取事
故教训、 进一步抓好安全生
产作了表态发言。

省安委办要求， 务必牢
固树立安全生产红线意识，
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
吸取事故教训， 以铁的决心、
铁的措施、 铁的纪律， 坚决
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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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14日讯 （记者 陈
永刚 通讯员 易阳） 金属材质
的平顶、 浅蓝色的边框、 透明
的钢化玻璃外墙……这是长沙
地铁2号线的标准出入口。 但是
这种设计风格也有许多市民不
满意， 认为不够大气、 没特色。
为了更好地吸纳民意， 长沙市
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发
布公告， 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
长沙地铁1号线一期工程车站出
入口、 风亭设计方案。

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负责
人表示， 地铁1号线车站出入
口、 风亭地面建筑设计， 应采
用一线一景与一站一景相结合
的手法， 保证各车站出入口、
风亭在形式多样的基础上， 实
现全线整体风格的统一。 设计
应与车站所处地理位置及周边
的人文历史文化特征等因素相
协调， 彰显现代快速交通建筑
特点， 具备良好的识别度， 能
获得广大市民的认可。 设计亦
应综合考虑现行建筑材料、 结
构技术水平， 保障实施性。

本次设计方案征集面向全
社会 （全国、 全省）， 个人、 公
司均可作为投稿人。 设计方案
征集范围为地铁1号线一期工程
19个车站 （不含五一广场站），
按照标准站和特色站两大类进
行设计。

征集时间为2014年8月15
日至9月15日， 具体征集要求可
登录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官网
进行查询。 轨道集团负责人表
示， 对通过专家评审的设计方
案将在媒体进行公示， 确定最
后的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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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14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夏建
明）继矮寨大桥后，我省又将诞生一座世界级大
桥。 创6项“世界第一”的汝郴高速赤石特大桥，现
已全面进入主梁悬浇及斜拉索安装施工，即将于
11月底全桥合龙。

赤石特大桥，是厦（厦门）蓉（成都）高速湖南
汝郴段的关键控制性工程， 位于宜章县赤石乡。
大桥桥梁设计为4塔双索面预应力混凝土斜拉
桥，主桥全长1470米，跨越宽度约1500米的山谷。

记者今日在赤石特大桥施工现场看到，4座
主塔已经呈现出少女S形“小蛮腰”曲线，大桥桥
面即将合龙。 记者从桥底乘坐施工电梯，花了近5
分钟才到达大桥桥面。 从桥上向下眺望，农田、山
泉、农舍构成的风景一览无余。

汝郴公司总工程师龚平介绍，大桥施工建设
以来，已经创下6项“世界第一”：大桥主跨380米，
为世界第一大跨径高墩多塔混凝土斜拉桥；大桥
最大桥墩高182米， 为世界第一高混凝土斜拉桥

桥墩；主梁为悬浇施工，采用最大承重量为800吨
的“钢筋篮”进行混凝土浇注，为世界承载力最大
的桥梁施工挂篮；施工难度大，102根桩基最大桩
长差达57米，创世界桥梁建设史上同一承台下最
大桩长差；为提高抗风抗震性能，4座主塔塔型设
计为双面双曲线收腰的“S”形，为世界首创；主梁
上安装下拉抗风索，同时在梁端安装横桥向电涡
流摆式装置的抗风措施， 可让大桥抵抗12级大
风，为世界首创。

本报8月14日讯（记者 张尚武）“柑橘第一
省”湖南，四季将有鲜橘上市。 省柑橘产业技术体
系首席专家单杨今天向媒体发布，历经3年攻关，
我省柑橘产业技术体系集成15项新技术及成果，
居国内领先水平；困扰我省柑橘的“卖难”将获突
破。

湖南柑橘面积480多万亩，年总产量300多万
吨，稳居全国第一。 但长期以来，湖南柑橘集中在
两个多月内上市，柑橘“卖难”总是让三湘橘农丰
产不丰收。

2012年，省农业厅牵头，组织近100人的专家
团队，由省农科院副院长单杨任首席专家，开展

柑橘产业技术体系全程攻关。 体系攻关以提高柑
橘商品价值为目标，选育新品种，调结构、促加
工，拉长产业链。

柑橘鲜食方面，专家团队突出选育主栽新品
种，如红肉冰糖橙，大果型高糖、少籽椪柑，耐寒
特早熟蜜柑，中晚熟脐橙等，将实现鲜果周年供
应。 在省园艺所示范基地，早熟蜜柑9月中旬可采
摘鲜食；“园丰”中晚熟脐橙春节上市；晚熟脐橙、
晚熟椪柑可于翌年3月至6月成熟上市。 栽培岗位
专家杨水芝说：“推广这些品种， 四季有鲜橘，上
市价钱好，橘农心里甜。 ”

柑橘加工方面，专家团队细分制罐、榨汁专

用品种，制罐以改良的涟红、尾张等宽皮橘为主，
榨汁主推哈姆林甜橙、大红甜橙，出汁率高，效益
好；组装柑橘酶法脱囊衣、低温回旋式连续杀菌、
复合酶除苦味等20多项新成果， 居全国领先水
平。

此外，专家团队集成创新“柑橘营养诊断与
配方施肥”、“柑橘病虫害绿色防控体系”等系列新
技术，助推柑橘产业提质增效。

单杨介绍，目前，我省柑橘加工能力达到150
万吨，仅怀化汇源果汁每年就可“吃进”40多万吨
鲜橘。 加工吃掉一半，鲜橘四季均衡上市，经过几
年努力，我省柑橘“卖难”将完全解决。

四季均有鲜橘 加工“吃掉”一半

湖南柑橘“卖难”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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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漫画 ， 作为

群众喜闻乐见的一个
新闻门类， 在湖南日
报的办报历史上曾经
留下过浓墨重彩的一
笔。上世纪80年代，本
报新闻漫画栏目 《刺
玫瑰》 以讽刺和幽默
为特色， 曾经享誉三
湘， 在读者中影响深
远。 今天，我们与读者
朋友们再续前缘 ，推
出全新漫画栏目 《另
眼内参》，既继承传统
漫画针砭时弊、 激浊
扬清的精神内核 ，又
融入全媒体时代的崭
新元素。 望与读者分
享和互动， 同时热忱
欢迎广大漫画作者踊
跃赠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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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跨380米，12级大风奈不何
赤石特大桥创6项“世界第一”

连续发生5起
安全生产事故
省安委办警示约谈
4县市1企业

酒鬼内参酒联合推出

广场舞是如今的
热门话题，“国际范”的
大妈们把舞跳到了红
场， 跳到了白宫前坪。
广场舞如果要溯源，已
无从考证 ， 但是其气
势 ，其风靡程度 ，绝不
亚于上世纪40年代的
秧歌舞，80年代的交谊
舞。 据说，美国打算建
太空电梯连接月球，到
那一天，广场舞会不会
变成“太空舞”？

图/刘谦

广场舞的
前世今生
和未来

快！

“快递”来了———
什么最热辣，什么最鲜活，告诉“快递”；
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生，告诉“快递”。
今天起， “快递”来啦！
“快递”大块头， “快递”大容量：周二至周五， “快递”每天来、每天有。
“快递”要什么？
———新鲜的，有趣的，迷惑的，重要的，您最想“喊记者来”的……
“快递”讲究“快”。
———您最快告诉我们，我们最快告诉大家。
怎么找“快递”？ 怎么上“快递”？
———打电话呀！ 96258！
快！

本报记者 曾衡林

8月14日，年逾七旬的罗绍海夫妇对
记者说到他们失去住房的事情时， 仍然
眼含泪水。

2000年初，他们被迫交出在常德市
武陵区农办院内的唯一住房， 举家迁往
老家沅江市租房生活至今。老两口说，他
们的这种状况，主要是武陵区农办、武陵
区法院、 常德市房管局等部门违法违规
操作所致。

未获授权，
区农办变卖老夫妇住房
罗绍海是武陵区畜牧水产局退休干

部， 其妻刘云珍是武陵区三闾小学退休
教师。 1995年，罗绍海因儿女经商，曾以
住房（房改房，罗绍海、刘云珍夫妇拥有
66%产权， 武陵区农办拥有34%产权）为
抵押，先后8次向武陵区农村基金会联合
会共计借款15万元。 由于罗绍海不能按
约还清借款， 武陵区农村基金会联合会
将其告上武陵区法院。

1999年4月，法院判决罗绍海偿还本
息。 因罗绍海无力偿还，同年12月，法院
又作出了拍卖或变卖罗绍海房产、 其款
项用以还债的裁定， 同时又将罗绍海夫
妇每月的工资款冻结、扣划，每月只给他
们留下400元的生活费。

武陵区法院在裁决后， 要求罗绍海
夫妇腾交了住房， 却并没有拍卖或变卖
该房产。

至2008年11月，罗绍海夫妇被冻结、
扣划的工资数额高达21万元， 但仍欠利
息6万元。 经当时的武陵区政府主要领导
同意，这部分利息被减免。借款本息至此
还清。

罗绍海夫妇要求武陵区法院归还自
己腾交的住房， 法院执行庭负责人以法
院并没有拍卖或变卖该房产为由， 要夫
妻俩去找区农办。 区农办负责人告诉他
们， 该套房屋已被区农办按法院判决进
行了变卖，即便变卖错了，也应去找法院
予以纠正。

罗绍海告诉记者， 区农办处置他的
房产，并没有得到他的授权，更没有得到
武陵区法院的授权。 区农办负责人已经

换了几任，现任负责人在了解情况后，承
认区农办在处置该房产时， 并没有得到
罗绍海和武陵区法院文字方面的授权。

面对记者采访， 武陵区法院有关负
责人先是承认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瑕
疵，随后又说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对于
当年的执行情况，他们并不清楚。

产权变更，
市房管局违法行政却未纠错

2009年， 罗绍海夫妇通过律师取证
获悉， 对于他们的住房， 武陵区农办于
1999年12月向常德市房管局申请“退回
原购公房， 以退房款抵偿基金会欠款”，
常德市房管局于2000年1月将该套房屋
进行“清房注销”登记。不久，该房产即被
当时武陵区农办一名负责人罗某以低价
购得并出租至今。2002年，常德市房管局
为罗某办理了房屋产权变更登记手续。

罗绍海于是向武陵区法院起诉了常
德市房管局。2010年3月，武陵区法院判决

“确认被告常德市房地产管理局对原告罗
绍海房屋产权注销、变更登记行政行为违
法”。 判决没有要求常德市房管局纠正其
违法行为，对此，武陵区法院给记者的解
释是，原告罗绍海没有提出此要求，法院
是本着“不告不理”的原则进行判决的。

４年前状告区农办，
区法院至今不开庭

2010年， 罗绍海又将武陵区农办告
上了武陵区法院。此案因种种原因，至今
没有开庭。

14年来， 罗绍海夫妇靠着亲戚朋友
的帮助，在沅江市艰难度日。

老两口都患有多种疾病， 光罗绍海
病重时，一年住院就达三四次；他们住过
没水没电的地下室， 住过有电没水的门
面房，居无定所；早年间，3个小孩两个没
有工作，最困难的时候，一家人吃菜只能
趁市场快关门时买点最便宜的回来吃，
一心想着早日还清债务，重回常德生活。

这些年来，老两口拖着羸弱的身体，
多次向常德有关部门反映失去房产的遭
遇，却始终得不到解决。 记者认为，有关
部门应尽快查清事实，纠正错误，追究责
任，维护好弱势群众利益。

96258 记者在你身边

住房遭私卖 流浪14年
老龄夫妇哭诉，机关部门有错不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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