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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起———
长沙二环线内全部使用

新型环保渣土车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 （记者 陈永刚）

今天记者从长沙市城管局获悉，从7月1日
起， 长沙市二环线以内将全面使用新型智
能环保渣土运输车运输渣土、 砂石等流散
物品，其他车辆不得在此区域内从事渣土、
砂石运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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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12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易和平 张略）同一棵大树，一边有如墨染的树
叶刚刚枯萎， 即将落叶； 而另一边早已换掉枯
叶，长出青翠欲滴的新叶。湘阴县青山岛上这棵
名为“长寿树”的大树近日出现了“叶换边”的奇
观。 今天上岛游玩的长沙游客、60多岁的李爹
惊叹道:“这样的景观，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青山岛位于湘阴最北端， 处于南洞庭湖中
的横岭湖省级自然保护区中。 岛内动植物和矿
产资源十分丰富， 植被和森林覆盖率均达70%
以上。在该岛中山村双龙组，有一棵不知名的古
树，树冠如伞。大树四季常青，即使在寒冬中依
然绿叶满枝；但每隔5到10年，树叶是一边一边
地轮换落下的，有时从东边换起，有时又从西边
换起。当地有“叶换边”之说。

这一奇特景象引来了国内许多科研院所的
植物专家，欲解这棵奇树之谜。北京大学的几位
生物学博士和国家林业局的专家先后专程前来
考察，取样、测算、分析标本，最后都没有反馈结
果。湖南省林业厅相关专家在考察后称，此树还
未在我省其它地区发现过， 这可能是湖南继莽
山“烙铁头”之后发现的又一新物种。当地居民因
实在搞不清这棵树的树名和来历，称之为“飞来
树”； 又因为这棵树生长在以106岁高龄谢世的
黄鹤将军家门前，故又称之为“长寿树”。

今天，阴天有暴雨，明天，中到大雨
南风 2~3级 23℃～29℃

张家界 大雨转阴 22℃～28℃

吉首市 大雨转小雨 20℃～26℃
岳阳市 中雨到大雨 23℃～28℃
常德市 大雨 22℃～27℃
益阳市 大雨转暴雨 22℃～28℃

怀化市 大雨转小雨 21℃～26℃
娄底市 中雨转大雨 22℃～27℃
邵阳市 阵雨转多云 16℃～27℃
湘潭市 中雨转大雨 23℃～29℃

株洲市 小雨转中雨 24℃～30℃
永州市 阵雨转多云 24℃～31℃
衡阳市 阵雨转小雨 24℃～30℃
郴州市 阵雨 2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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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12日讯（曹辉 蒋睿）记
者今天从湘潭市文体广新局了解到，“多
彩潇湘———2015年‘文化遗产日’湖南非
物质文化遗产展演活动”将于6月13日在
韶山拉开帷幕，中国（韶山）非物质文化
遗产博览园也将同时开门纳客。

据了解， 博览园位于韶山市红色记
忆城3A景区内，总占地约160亩，项目总
投资4.7亿元。2014年通过文化部审核，
进入国家重点文化产业项目库。 该项目
分3期建设，目前，一期已完成投资1.7亿

元， 建成并投入使用的面积达5280平方
米， 主要展示我省各市州113项非遗项
目，也是中国第10个“文化遗产日”湖南
省主会场；二期主要为非遗主题展示馆，
如：醴陵瓷器展、湖南民间文学音乐艺术
馆、湖南手工技艺馆、湖南民俗民风馆、
中华国药馆、中华非遗美食馆等；三期主
要为省外精品非遗项目展示。

据湘潭市文体广新局党委书记、局
长李冬平介绍， 该项目是抢救保护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新样板、 继承发展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新载体、 积淀升华浓厚文化
氛围的新景观。其最大的亮点，可以与互
联网同步展示非遗项目、 发售非遗产品
的方式，让观众不但可以在现场，也可以
通过网络来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
力，购买园内制作的特有产品。

同时，对入园的游客赠送体彩，打
造一条“文化+互联网+旅游+体彩”的
全新产业链， 形成集非物质文化遗产
展览、传承、保护及培训、文化旅游开
发、娱乐休闲、文化创意等功能于一身

的综合体。未来，他们将努力把博览园打
造成中小学生传统文化和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国家4A级旅游产业基地、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与研发示范基地、国
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 （记者 白培生
李秉钧 通讯员 尹振亮） 嘉禾县行廊镇
扎营坪村、 田心镇瑶冲村72户群众终于
喝上了干净放心的自来水。6月8日，瑶冲
村村民李文军高兴地对记者说：“去年政
府部门承诺给我们解决饮水问题， 如今
真的兑现了，政府蛮讲信用的！”

据介绍，到今年5月底，嘉禾县23个
牵头单位负责人及13个乡镇、14个窗口

单位去年公开承诺的407件民生实事，已
全部完成。

去年5月， 嘉禾县专门组织人员，对
群众最关心、 最盼望解决的民生问题进
行了摸底和筛选，共筛选出407件急需解
决的实事，涉及饮水、行路、用电、环境卫
生等方面。 县里将这些事及时分解到水
务、农业、人社、民政、文化等23个牵头单
位及13个乡镇、14个窗口单位。随后，407

件实事的责任单位负责人， 先后在县电
视台公开表态，作出承诺。

为防止承诺变成“哑炮、空炮”，嘉禾
县把民生实事的项目名称、内容、完成时
间和责任单位等内容制成宣传单， 张贴
到乡镇政府所在地、 村务公开栏以及集
贸市场等人口密集的公共场所， 加大社
会监督力度。同时，县绩效办对民生实事
建设进行周通报、旬调度和月评比。对达

不到进度要求的，由县里下发督办卡，进
行通报批评，并约谈承办单位负责人。

群众反映县城区公办幼儿园学位紧
缺，新增幼儿园项目确定后，嘉禾县财政局
进行了领办， 局长欧林军向全县人民作出
公开承诺， 迅速筹资2200万元建设新幼儿
园，并指定专人办理这一民生实事。今年3
月20日，新幼儿园顺利开园，新增学位1200
个，城区幼儿入园贵、入园难得到缓解。

“创新创业故事”
在常德开讲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记者 尹超 通讯员 刘晶）今天，全省创
新创业先进典型代表走进常德，激情宣讲他们的成长故事，吸
引了当地商界和媒体的目光，常德工人文化宫内挤满了观众。
常德市委书记王群、 市长周德睿也来到报告会现场， 全程聆
听。催人奋进的“创新创业故事”，不时博得观众阵阵掌声。

今年，省委、省政府决定，在全省开展创新创业先进典型巡
回报告活动，具体由省委宣传部、省委统战部及相关部门组织
实施。目前该活动已经在7个市州组织了42场报告会，反响十分
强烈。常德市结合该活动，同步举行了全市非公党建工作先进
典型报告会和“党旗在非公企业高高飘扬”成果展。何静、谭武
广、金华、刘景云等本土创新创业先进典型代表被推上了讲台。

“创业，是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伟大行动；创新，是不断
实现心中梦想的追求过程……” 步步高董事长张海霞的一番
话，给“创业创新”又一个新的注解。李金早、戴煜、汤朝阳等全
省创新创业先进典型代表的讲演，洋溢着奋发图强、开拓进取
的激情，让观众喝彩。

宁乡打造
香山风情小镇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施泉江)宁乡县

香山景区建设正式启动,集镇“样板栋”建
设工程队于6月12日进场施工。 今年国庆
节前, 一个具有欧式风格的特色小镇将呈
现在人们眼前。

香山风情小镇规划设计方案以打造
“中国最纯净”小镇为目标，立面改造坚
持在原建筑基础上“打粉装扮”，既形态
各异又保持相对统一， 景点打造依山傍
水，突出生态环保、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等
设计理念。 该项目投资达6000万元6月3
日,香山风情小镇建设规划设计方案已获
评审会通过；6月7日, 夏铎铺集镇立面改
造工程指挥部成立,并召开了一期工程启
动会， 前期立项审批手续等相关工作已
经办好，

香山景区地处宁乡县夏铎铺镇。夏铎
铺镇是宁乡县的东大门， 是宁乡县东进
融城的桥头堡。该镇历史悠久 ,人文底蕴
深厚,域内留有石龙关古道、香山庵、清竹
禅寺、裕福塘、张子卿墓、陈瑞林墓等历
史文化遗迹。 香山小镇建设将重点打造
好“宁乡门”、“香山故事”、“老粮仓”等重
要景点。 并有利于发挥凤凰山森林公园
的作用，形成应有的品牌效应。香山景区
可与关山村、光明村并行，形成新农村建
设的示范区， 推动周边地区城市化建设
进程,以全面对接长沙。

湘乡重拳治污涟水变清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记者 徐荣 通讯员 何兴安 吴国奇）“工

业污水治理达标率达到95%， 城区生活污水处理率达到了
80%。”最近，湘乡市晒出了水环境治理的主要成绩单。

随着湘乡市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去年投入使
用，城区生活污水处理率超出了我省要求的5个百分点。目前，
该市乡镇污水处理厂建设正全面铺开， 从而将城镇生活污水
纳入治理范畴。 湘乡市还先后依法拆除或关闭了涟水河水源
一级、二级保护区的排污口，取缔了水上餐饮及饮用水源保护
区的采砂作业。一系列的治污措施换来了涟水河河水清、两岸
绿的面貌。检测数据显示，从2013年起，涟水河水质一直稳定
在Ш类水标准以上。

麦德龙落子湘江新区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 （记者 李治 通讯员 苏志成 李红亮）世

界500强企业、 德国最大的零售批发超市集团麦德龙12日新
店开张，这一次选择了湘江新区核心区域观沙岭。

麦德龙超市开业，凸现“长沙陆家嘴”之称的湘江新区滨
江新城片区发展前景更为可观。近两年内，渔人码头、楷林国
际、浦发银行、广发银行街等10个长效财源项目将全面建成或
达效。已建成的民生银行湖南总部及先导农商行高效运行，鼎
衡金融大厦等写字楼宇项目二次招商全面启动， 观沙岭金融
中心、总部经济、高端商务三足鼎立的局面形成。观沙岭街道
工委书记江南表示，将深化干部联点帮扶项目的工作机制，并
设立商务楼宇工作站，全方位助推现代商圈繁荣发展。

岳阳县500名
“廉内助”上廉政课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 （记者 徐典波 通
讯员 甘治国 谭宇）听廉政课，看廉政戏。今
天，岳阳县委书记毛知兵、县长张中于率500
多名领导干部配偶，参加廉政教育系列活动。
岳阳县委常委、 纪委书记向风行称：“这种寓
教于乐的廉政教育方式效果良好，深受大家
欢迎。”

近年来，岳阳县着力打造“巴陵清风”廉
政文化教育品牌，倡导领导干部家庭助廉，共
建廉洁、和谐、幸福家庭。县纪委每年组织全县
正科以上领导干部及配偶集中开展党风廉政
警示教育，到监狱听服刑人员忏悔，去警示教
育基地接受教育，请反腐专家作辅导报告，组
织党纪条规抢答赛，开展“争当廉内助”征文评
比等活动，唱响了家庭助廉“清风颂”。

邵阳市两台公交车相撞
导致2人死亡，22人受伤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 （记者 戴勤 蒋剑平 通讯员 张雪珊）
今天早晨6时20分许， 在邵阳市邵阳大道与建设路交叉路口
地段发生一起两台公交车相撞的交通事故。 事故发生时车上
共有乘客36人，2名乘客当场死亡，22名乘客受伤，其中3人伤
势较重，伤者已全部送到医院进行救治。

事故发生后，邵阳市、双清区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迅速
赶赴现场开展救援和事故处置工作。目前，两名公交车司机已
被控制，事故原因调查和善后处置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 （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张景武 黎明） 品靖州杨梅 探
飞山秘境。6月12日，“木洞庄园”2015中
国·靖州杨梅节暨飞山文化旅游节在靖

州坳上镇杨梅广场盛大开幕。独具特色
的活动吸引了全国各地近10万游客前
来靖州观光旅游。

开幕式上，世界纪录协会为靖州坳

上镇响水村520岁杨梅古树颁发“世界
最古老杨梅树”纪录认证书，并现场进
行了杨梅古树管理权、 冠名权竞拍活
动。省城乡住房和建设厅为飞山省级风
景名胜区授牌，还举行了项目签约仪式
等。 此次节会活动包括2015中国·靖州
杨梅节暨飞山文化旅游节开幕式（杨梅
开摘仪式）、 奥运冠军飞山天书探秘活
动等。

韶山“非遗”博览园今起迎客

嘉禾407件民生实事全兑现

一棵大树两张“脸”
湘阴青山岛奇树之谜待解

图为青山岛的“叶换边”奇树。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易和平 摄影报道

品靖州杨梅 探飞山秘境
靖州杨梅节盛大开幕

（紧接1版）该局还把作风建设的触角向
基层站所延伸， 实行联网考勤。5月13
日，离县城40多公里的该局七里桥国土
所一名工作人员在汛期离岗，被给予待
岗3个月处理。今年以来，该局已处理和
通报8人。

新气象：从细节抓服务

去年，该县地税局有9个股室负责
人测评结果较为理想。 他们还是主动
在抓服务细节，打造“五星级”办税大
厅。 记者走进办税大厅， 只见窗明几
净，工作人员笑脸相迎。办税大厅负责
人彭群玉介绍：“今年以来， 我们开展
了三次礼仪培训、业务技能考试，推行
预约服务、午间不间断服务、延时服务
等，目的就是从细节抓起，提升办事速
度和质量。”

记者来到该县劳动人事局，凭公示

牌很容易找到了局长办公室。局长彭国
峰介绍：“以前， 办公室门上只有房间
号。现在，全部公示了职务、姓名、电话
和工作去向，以方便群众办事，接受群
众监督。”该局还推行工作业绩卡制度，
分季度考核，广泛接受监督，提升服务
质量。

新常态：良性“微循环”

“今年，县里进一步完善对县直机
关股（室） 长进行满意度民主测评的
内容，形成制度，构建打通‘中梗阻’
新常态。” 该县纪委监察局副局长文
键介绍说。

今年起，对县直机关股（室）长进行
满意度民主测评的范围， 从158个股室

增加到300多个股室。 从去年的一年一
次测评，改为上半年、下半年一年开展
两次，由领导干部、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企业主代表、网友代表等测评。

采访中，该县交警大队、县规划建
设局等科局负责人表示，要很好地运用
股（室）长测评结果，推动单位内部人员
流动，工作评比，实现良性“微循环”。

记者了解到，股（室）长测评以来，
该县政治生态已经悄然转变， 群众的
事情好办了，执政为民的意识强了。今
年以来， 该县纪委监察局接到的投诉
明显减少。 全县经济社会事业快速发
展，今年一季度，该县实现地方生产总
值46亿元，同比增长8.1%，财政收入
增长18.6%， 增幅同比提高8.4个百分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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