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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界 小雨 22℃～29℃
吉首市 阵雨转小雨 22℃～27℃
岳阳市 阵雨转中雨 22℃～27℃
常德市 小雨 22℃～29℃
益阳市 中雨 22℃～29℃
怀化市 多云转阴 24℃～30℃

娄底市 小雨 23℃～25℃
邵阳市 阵雨 23℃～28℃
湘潭市 阵雨 24℃～28℃
株洲市 小雨转阵雨 23℃～27℃
永州市 阵雨 23℃～31℃
衡阳市 阵雨 24℃～29℃
郴州市 阵雨 24℃～31℃

长沙市
今天，小雨转中雨 明天，阴天有中到大雨
北风 2级 23℃～26℃

通讯员新闻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星期六２０14年8月16日

本报8月15日讯（记者 周云武 谢璐）
“不挖山、不填水、不毁洲、不砍树、不损
绿”，近日，长沙市望城区人大常委会审议
通过《关于加强自然生态保护的决定》，以
此“五不”为标准，切实加大自然生态保护
力度，为望城建设现代化公园式城区保驾
护航。

《决定》规定：区域内坡度大于25°、
相对高度差大于30米的山体原则不纳入
建设用地范围； 对流域面积5平方公里以

上的河流，面积5000平方米以上的山塘水
库，一、二级饮用水源保护区等实施严格
保护， 工程建设原则上不得填埋水体，确
需填埋的应严格落实“谁破坏、谁恢复，谁
占用、谁补偿”的保护措施；对湘江及其主
要支流沙河、沩水河、八曲河等流域内面
积较大、极具观赏价值和生态功能的洲岛
实施严格保护；对辖区内古树名木，城镇
以外林相较好的乔木林地，重要通道沿线
两旁50至100米范围内的林木及国家、省、

市级生态公益林实施严格保护；对现有的
公园、街头绿地、防护绿地、隔离绿带及维
护生态系统完整性的生态廊道、绿地实施
严格保护。

“出台此《决定》，目的是推动望城社
会各界形成环境保护的理念和共识，”望
城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喻金平介绍，作为望
城撤县设区后第一届人大常委会， 近年
来， 望城区人大围绕公园式城区建设、推
进新型城镇化做了大量工作。2013年交区

政府办理的89件人大代表建议中，重点督
办的2件分别为“关于开展全区全民绿化
美化行动的建议”与“关于加大农村环境
卫生整治的几点建议”， 办理均取得了良
好成效。

本报8月15日讯 （记者 张湘河 通讯
员 张军 向发波 ）“每天村委会值班室里
都会有一名村干部值班，处理群众遇到的
大小事情，全年365天风雨无阻。”8月12日
下午， 龙山县靛房镇万隆村委会值班室
里，村支书田祥生对记者介绍了全县今年
推行村干部轮流值班制度。

龙山地处武陵山腹地， 人们居住分
散， 农民们到村部办事往往要跋山涉水。
加上村干部也要忙于生计，群众要办的大
小事情常常拖延，导致群众动辄就到镇里
甚至县里来上访。为充分调动并发挥广大
村干部的作用，今年来，龙山县将全县村
主干的工资由去年平均6600元增加到

11590元， 各行政村的村均运转经费也由
40138元增加到65600元。同时，在已建立
乡镇便民服务中心的基础上，在全县所有
行政村全面推行村干坐班制。村里“两委”
成员每天实行轮流坐班，值班干部的职责
包括填写坐班日志、 接待村民来信来访、
协调日常村务等。同时，坐班制推行首问

负责制。
村干坐班制让农民在家门口享受到

便民服务，也使该县基本实现了小事不出
村、大事不出镇的目标，村民上访数量急
剧减少。 据县有关部门统计， 截至8月上
旬，该县各村委会值班室今年来共为群众
办理事项5000多件，群众满意率达100%。

率先实现
广电、网络一体化
本报8月15日讯 （记者 王文隆 通讯员 王继斌

喻发良）记者昨天从湖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获悉，该
局日前已正式批复浏阳广播电视台旗下浏阳新闻网
开办互联网视听节目转播类服务备案。 这是全省第
一家获得此类备案的县级电视播出机构设立的网
站， 意味着浏阳广播电视在全省县域率先进入广播
电视、网络一体化的发展新阶段。

浏阳新闻网于2010年11月正式定名，并开设“每
家每户”论坛，是浏阳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该网正
式开办4年来，定位于“民生窗口、公益阵地、广电视
角” ，举办的“10+1”爱心助学、“我为老人拍张照”等
公益活动，得到了广大网民的高度认可和积极参与。

2013年， 该网成为省网络视听协会第一批成员
单位。目前，浏阳新闻网注册会员超过40万，每日在
线人数在1.5万至2万，日均访问量在5万左右。

本报8月15日讯 （记者 邹仪 通讯员
唐科） 投资16亿元的祁阳海螺水泥竣工投
产； 投资5亿元凯迪生物质项目已进入调试
阶段； 投资8000万美元的凯盛鞋业已大批
量生产……如今的祁阳，处处呈现项目建设
的热潮。大项目，打通了祁阳发展的“高速
路”。

今年，祁阳把项目建设作为“一把手工
程”，一手抓招商一手抓建设。上半年，该县
引进工业项目58个， 引进合同资金29.58亿
元,其中引进亿元以上的项目6个。在项目建
设的强势拉动下，上半年，全县规模以上工
业总产值达到77亿元，同比增长18%；实现
财政收入5.45亿元，同比增长8.9%。

该县以转变发展方式为抓手，决战工业

园区和西部新城区两区，主攻重大产业和重
大项目建设。年初，县里筛选出58个优势大
项目，及时协调解决立项审批、建设规划、环
保和资金等方面的问题。一月一排查、一月
一通报。目前，这些重点项目总体进展顺利。
凯盛鞋业、富福服装、联咏鞋业、成信鞋材等
项目已建成投产。

今年，围绕“打造全国农副产品加工
产业强县”和建设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的
目标， 祁阳策划包装了一批重点项目，加
快引进战略新兴产业。目前，全县已注册
农产品商标60多个， 培育名牌产品10余
个；全县通过“三品”认证的农产品122个，
“三品”认证产品年产量达40万吨，直接促
农增收近亿元。

公布76处
夜市规范点

本报8月15日讯（记者 陈永刚 通讯员 朱建辉）
今天下午，长沙市城管执法局公布“最新版”夜市规
范点点位，全市城区共设76处夜市规范点。

2009年起，长沙开辟了一批夜市规范点，所有规
范点统一经营地点、时间、范围、设施和标示标牌等，
既让流动夜市摊能正常经营，又努力做到不扰民、不
污染环境。今年，有的点因为扰民多次被投诉，有的
因为有碍交通，有的则因拆迁、征收不能继续经营，
被取消了20多处；同时，也根据居民实际需要新增了
13处，全市共保留了76处夜市规范点。

长沙市城管执法局表示， 将严格督促各区按照
“三有”（有防污措施、有垃圾收集装置、有专人负责
清扫卫生）、“四不”（不影响市容、不阻碍交通、不损
坏公共设施、 不扰民）、“五统一”（统一经营场地、统
一经营时间、统一经营范围、统一经营设施、统一指
示标牌）的要求，加强对夜市规范点的监督管理。市
民如发现夜市规范点问题 ， 可拨打城管热线
12319，0731-88665110， 或各区管执法工作投诉服
务电话进行投诉。

本报8月15日讯 (通讯员 杨坚 记者 蒋剑平 戴
勤)近日，新宁县负责经营崀山旅游的湖南崀山恒源
国际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向社会公告，9月16日至26日
2014年中国湖南国际旅游节期间， 崀山景区门票将
实行优免，但除残疾人、老年人、儿童、现役士兵等人
群凭有效证件办理免票手续外， 其余游客需网上预
订。

2014年中国湖南国际旅游节的开幕式将在崀山
举行。考虑到崀山为世界自然遗产地，旅游节期间游客
激增，为了确保景区安全有序，崀山景区决定实行“游
客网上预订免票”措施。从9月9日起，需要预订免票的
游客，进入崀山景区官网即可操作。免票实行实名制预
订，一个身份证号码活动期间可预订一张。免票不得转
赠或转卖他人。

据悉，活动期间凡省级以上（含省级）劳动模范和先
进工作者证，和残疾人、年满70周岁的老年人、现役军人
等，可凭本人有效证件享受景区门票全免的优惠，无需
网上预订免票。

人大守住生态红线

村干部天天“坐班”

望城 ▲

龙山 ▲

浏
阳

长
沙

祁阳大项目打通发展“高速路”

旅游节期间
门票实行优免

8月15日上午10时多，长沙市营盘路省中医二医院路段，一些司机边开车边使用手
机。在25分钟内，由西往东车道上，记者就发现有近20名这样的司机。我国《道路安全法
实施条例》第六十二条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有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观看电视等妨碍安
全驾驶的行为。希望交警部门对这一普遍存在的交通违法行为加强整治。

本报记者 田超 摄

图片说事
邮箱:4329536@163.com

开车打电话，违法又危险

本报8月15日讯 （通讯员 阳望春 唐
承元 记者 蒋剑平 戴勤） 8月13日， 城步
苗族自治县燕子山林场10000亩大径立木
成功划入国家战略储备林。 至此， 该县先
后在燕子山、 青界山、 云马、 南洞等5个国
有林场和森林总公司划定储备林面积4.2万
亩， 后备林0.5万亩， 林木总蓄积达26万余
立方米。

国家储备林是指根据国家林业局 《全
国 木 材 战 略 储 备 生 产 基 地 建 设 规 划
（2013-2020年）》 和 《国家储备林树种目
录》， 以国有林场为承储主体， 由国家统一
收储、 动用及轮换， 具有一定规模和培育
潜力的珍稀树种及大径级活立木资源。 城

步苗族自治县地处湘西南边陲， 有森林面
积329万亩， 是湖南省重点林区县和全国生
态建设示范县， 也是珠江流域和沅水流域
主要发源地和水源林涵养地。 加强木材战
略储备基地建设对建设美丽苗乡、 保障国
家生态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根据国家林业局统一部署， 该县林业
局认真组织开展国家储备林划定和申报工
作。 7月中旬以来， 该县林业局组织国有林
场40名技术骨干克服高温天气， 严格按照
技术规程选择林分质量高、 目的树种明确、
增产潜力强、 林分结构稳定的林地为承储
对象， 快速完成了国家战略储备林划定任
务。

城步划定4万亩国家战略储备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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