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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多云
明天，多云间晴天
北风 2级 24℃～31℃
张家界 多云 22℃～33℃

吉首市 多云转晴 21℃～32℃
岳阳市 多云转晴 23℃～30℃
常德市 多云 22℃～31℃
益阳市 多云 24℃～32℃

怀化市 阴转多云 20℃～30℃
娄底市 多云转晴 21℃～31℃
邵阳市 小雨转多云 20℃～28℃
湘潭市 多云转晴 21℃～31℃

株洲市 阵雨转多云 22℃～30℃
永州市 中雨 20℃～24℃
衡阳市 中雨转小雨 22℃～27℃
郴州市 中雨 21℃～26℃

通讯员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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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湖南日报8月28日讯 （记者 谢璐 通
讯员 姚静）“我来帮长沙维航商品交易有
限公司办理税务登记证， 这家公司的税务
既涉及国税又涉及地税， 这事放在几个月
前可能要跑一天， 今天20分钟就搞定了，
真省心！”今天，在长沙市望城区政府政务
服务中心的国、地税综合服务窗口前，兼职
会计李晓笑着告诉记者。望城区自今年4月
起，率先全省推行国税、地税联合办税，为
纳税人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

走进该区政务服务中心的办税服务
厅，只见18个国、地税综合服务窗口一字排
开， 每个窗口里均坐着一名国税工作人员
与一名地税工作人员， 来办业务的纳税人
在领号机前一次性领取国税、地税两个号，
哪边先轮到就先办哪边的业务。

“国、地税虽然征收税种不同，但服
务对象大体一致， 许多纳税人两边的业
务都要办，而两家区局之间相隔近2公里
路程，以前都是两边来回奔波和排队，费

时费力。”望城区国家税务局局长朱浩光
介绍，“区国税、 地税局利用区政务服务
中心资源开展合署办公，现在，纳税人可
以在同一个窗口办妥两家业务， 所有非
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全部取消， 需重复填
报资料压缩了48份，而且遇到一些政
策细节问题， 比如同一个概念在国
税、 地税两边文件中表述不一致等，
窗口中的两名工作人员可以及时沟
通予以解答，极大地节省了纳税人的

时间、交通、人力成本。”
据了解，除了共建办税服务窗口外，

目前，该区国税、地税部门还积极探索从
税收征管、分析评估、税法宣传、稽查防
控等各方面进行深层次的联合办公。

湖南日报8月28日讯（记者 白培生
李秉钧 通讯员 张焱康 李愈纯）“我们
村党支部委员中，有抓产业的能人，有抓
生产的专家，有调处纠纷的好手，基层党
组织战斗力越来越强。”8月28日，桂东县
增口乡下东村党支部书记胡建飞说，县
里各项政策向基层党支部倾斜， 他们才
更有能力带领村民建设新农村， 发展巴
西菇等产业，让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近年来，桂东县坚持重心下移、大抓

基层的工作导向， 把抓基层党建与经济
社会发展同步谋划推进， 紧贴基层实际
和群众期盼，做到人往基层走、钱往基层
投、政策往基层倾斜。深入实施“能人回
村”工程，将更多经济能人、产业带头人、
大中专毕业生、优秀农村青年引入基层党
组织带头人队伍，选优配强基层党组织书
记。对贫困村、集体经济“空白村”、软弱涣
散基层党组织，安排县直机关党支部结对
共建， 并选派优秀党员到工作难点村、分

类定级较差村和龙头企业担任党组织“第
一书记”、 科学发展观指导员、 党建指导
员。已先后选派154名“第一书记”、50名科
学发展观指导员、422名党建指导员到基
层，有力加强了基层党建工作。

同时， 桂东县优先保证村级运转经
费，并采取县管党费挤一部分、县财政补
助一部分、 各级单位及个人捐赠一部分
等方式筹资， 建立县乡两级党内激励关
怀帮扶基金，用于救助困难党员、扶持党

员发展产业。 今年来， 已救助困难党员
283人次。

桂东县还推行农村和社区网格化服
务管理，把在职党员纳入网格，组建了网
格党组织，统筹网格内服务力量、组织开
展服务活动，并以党员为骨干，在每个网
格组建公益服务、便民服务、专业服务等
服务团队。目前，正着手将扶贫开发、安
全生产、环境卫生、劳保就业、食品安全
等方面服务，纳入网格化管理。

湖南日报8月28日讯(记者 徐
典波 通讯员 唐送文） 今天下午，
共青团岳阳市委举办了“希望工
程·爱心圆梦第三季” 暨岳阳楼区
政协、爱心联盟公益助学金发放仪
式， 活动现场，28名寒门学子获得
了3.6万元助学金， 掀起了岳阳爱
心助学的高潮。

今年来，岳阳市希望工程基金
管理中心精心策划实施了“一元

捐”、“国酒茅台·国之栋梁”、“芙蓉
学子”、“华融湘江银行·绿色助学行
动”、“精准扶贫·爱心圆梦季”、“科尔
龙珠”等13个希望工程项目，共募集
善款383.8万元，721名贫困学子获得
资助，对象涉及大中小学生。“希望工
程·科尔龙珠”项目捐方继2013年捐
赠100万元之后， 今年再度出资100
万元， 用于资助20名大学新生大学
期间的学费和每人每年4000元生活

费。“仁杰基金”向华容县华兴希望小
学和岳阳县教育基金会各捐资50万
元，用于发展教育事业。

据了解，近3年来，共青团岳阳
市委、 岳阳市希望工程基金管理中
心，组织开展了“牵手行动”、“富基
春晖班第一、二期”、“和均基金第一
至五期”、“希望工程爱心圆梦第一、
二、三季”等系列爱心助学行动，募
集各类爱心款项达1000多万元。

湖南日报8月28日讯（记者 陈
永刚）今天下午，2015“金秋助学·
大兵义演” 走进最后一站浏阳。义
演现场，泪水与笑声齐飞，感动与
欢乐共舞， 共收到爱心捐款480万
元。

浏阳古港镇17岁女孩李佳蔚，
父亲遭遇车祸， 全家人筹钱为父亲
治病，懂事的女孩种田、做饭，照顾
父亲，家里、地里的活样样都干，今
年高考，她以566分的优异成绩被南
华大学医学院录取。 一场大火吞噬

了浏阳女孩冯玉林原本幸福的家，
爸爸、妈妈永远地离开了她。生活的
磨难，没有击垮玉林，反而让她更加
坚强，卖车票、做服务员、去花炮厂
打工， 她总是把最热情的一面带给
所有人，今年高考，冯玉林以547分
的成绩被湖南科技大学录取……

学子们直面贫困、励志成才的
故事让现场观众热泪盈眶，而著名
笑星大兵、周卫星、赵卫国等带来
的欢乐表演， 又让观众大呼过瘾。
浏阳市直各部门、爱心企业和市民

纷纷捐款，用实际行动支持寒门学
子圆梦。

“2015金秋助学·大兵义演”公
益活动巡演由省总工会等主办，湖
南电台News938潇湘之声等承办，
自8月14日起，先后在常德、娄底和
浏阳举行了3场爱心巡演活动，共募
集爱心捐款2464.56万元。省总工会
负责人介绍， 将根据寒门学子的不
同家境予以2000元至5000元的资
助，预计可帮助万名学子上大学，所
有资助情况将向社会予以公示。

湖南日报记者 段云行
通讯员 杨亲福

新化是旅游资源宝库，不经意间，便会有让人惊
奇的发现。

8月23日，由村主任刘益南、村民刘铁华引路，记
者前往奉家镇报木村三节洞瀑布群探奇。 据航拍测
算，三节洞三节瀑布总高度达536米，全省罕见。

越野车在天路上爬行，14公里盘旋后， 海拔已过
1000米。沿新挖的简易车道步行约3000米，前面是一
条村民新辟的林间小径。 循着小径， 穿过约500米竹
海，再钻过约1000米老杂木林，老远地听到了瀑布悠
扬悦耳的声响。当大伙都想歇口气时，约100米高的第
一节瀑布突然出现！雾霭升腾，声响如雷。仰望，瀑布
像穿着白色衣裙的舞女，恍惚间，又像白天鹅展翅在
绿幕前。原来，瀑布的“细腰”是一个100多平方米的大
石板盆，人可以爬上去，到里面戏水。

刘铁华一个箭步跃上左边悬壁，稳稳地站在仅能
横放一只脚掌的长满青草的石缝里， 手抓岩缝站着，
继而爬上了第一节瀑布。这让人不禁感叹：山风吹大
的人，生命能量真大！

大家绕道登上了第一节瀑布的源头。眼前又是一段
平缓的河流，河水清澈见底，时有石蛙跳进潭中，扑通声
响，泛起串串涟漪。大树的长枝和杂藤，给河流织出阴
棚。棚上挂满了猕猴桃、小柿子、牛卵包等野果。河流边，
相隔不远，有3处石头垒成的房屋遗址，都爬满青藤。刘
益南说，这是多年前生存在这里的瑶民旧宅。

沿河步行约200米，突然，透过阴棚，出现了第二
节瀑布。高挂天空，高度足有200多米，其宽50米左右。
两边绿阴，各盖住了约10米左右。瀑布显得更为细长。
从天而下的水流撞击，山谷里声如洪钟，震耳欲聋。雾
霭充满空间，让阳光变得亮丽与温柔。从瀑布里往上
爬约30米，上下的人之间隔着一层雪白的水帘。

在第二节瀑布前坐下休息。背对瀑布，仰头眺望
群峰，还有奇观：峭壁不仅仅像刀削斧劈，更像小孩子
堆叠的积木，在蓝天白云下，像是朝着我们倒下来，让
大家生长出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感。

刘铁华介绍，由于瀑布“之”字拐，我们看到的第二
节瀑布只有其总高度的三分之二。“若从这里上去看第
三节瀑布，必须经过第二节瀑布上空的悬崖，先跨一大
步， 落脚那棵从岩石缝里长出的菜碗大的桠树蔸上，再
跨一大步，别无选择。”于是，大家只好转头下山。

衡阳将建设横江湿地公园
湖南日报8月28日讯（记者 陈鸿飞）衡阳市将新建一处湿

地公园———横江湿地公园。今天上午，衡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周
海兵专题调度公园建设工作。他说，衡阳市要以实施省政府湘
江保护与治理“一号重点工程”为契机，加快启动横江湿地公园
建设，将公园建成生态保护、城乡统筹与旅游休闲示范区。

据悉，因衡山县永和乡境内湘江大源渡工程提高了湘江及
其支流横江的水位，衡阳市石鼓区三里村、桎木村与衡阳县樟
木乡塔兴村部分地区被淹没，形成一片湿地，吸引白鹭等候鸟
在此栖息。同时，省政府湘江保护与治理“一号重点工程”要求，
在湘江两岸大力建设湿地。因此，衡阳市委、市政府决定，在石
鼓区三里村、桎木村与衡阳县樟木乡塔兴村一带建设横江湿地
公园。

按照初步规划，横江湿地公园拟建设“一心、三谷、三片
区”，即稻香村综合服务中心，稻千谷、花千谷、瓜千谷，湿地生
态保育区、家庭农场体验区、入口形象展示区。

湖南日报8月28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曾
翔）8月27日，永兴县林业局工作人员对该县油麻乡公
平村林场一处椤木石楠古树群进行了鉴定分级，准备
建立档案、挂牌保护。该古树群靠近永兴与桂阳交界
处，是8月24日林业工作人员在进行林木普查时发现
的。

该古树群共有椤木石楠32株，树龄均在100年以上，
平均树高15米、胸径40多厘米。当地林业部门专家表示，
如此大棵的椤木石楠很少见，特别是上百年的椤木石楠
古树群更是罕见，县里正在划定保护区予以保护。

椤木石楠属蔷薇科石楠属，别名椤木、水红树花、
梅子树、凿树、山官木，属国家三级保护野生植物。其
材质坚硬，生长速度缓慢。

江永建专业园区
推动电商发展

湖南日报8月28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任泽旺）今天，
江永县电商街正式揭牌。江永电商街今年2月兴建，已入驻66家
电商企业。这是该县打造电子商务园区，推动电子商务发展的一
个缩影。

该县商务局局长李连勇介绍：“电商街是我县电商产业园的
一部分，内有电商创业中心、电商服务中心、‘1小时’物流信息服
务中心、第三方支付交易担保中心等十大功能主体。向入驻企业
免费提供全区域无密码WiFi、经营场所、光纤网络、管理服务，
并享受招商引资其他优惠政策。”据了解，该县还建立了230个

“湘村驿站”乡村电子商务服务点、“湘村快线”乡村物流服务点，
构建了县、乡、村3级电商服务体系，打通城乡电商服务“最后一
公里”，推动全县电子商务快速发展。今年7月，该县成功入选“全
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

该县华恩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唐财恩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今年，在各方的大力支持下，公司创意出‘橘下蛋’原生态产
品：即在橘园养殖生态鸡，鸡产蛋，进行全程网络视频直播，通过
电商销售。‘橘下蛋’在互联网的售价达到每枚蛋5元，还供不应
求。仅今年1到7月，实现销售收入426万元，带动农户100多户。”
到目前，该县培训各类电商人员500人次，开设网店600余家，电
商从业人员达到2000多人。他们还结合本地特色开发电商产品
30个，网上销售额6亿余元。

走进一道门 可办两家税
望城区在全省率先推行国税、地税联合办税

人往基层走 钱朝基层投
桂东基层党建焕发新活力

记者在基层

三节洞瀑布群探奇

永兴发现
罕见椤木石楠古树群

8月27日，在共青团衡阳市委举办的“金秋助学，爱心圆梦”希望工程助学活动上，爱心人士踊跃捐款。活动
现场共收到爱心捐款400万元。该笔捐款将帮助200名贫困学子重返校园、修建希望小学、为困难学校添置教学
设备等。 彭斌 摄

《红樱花》
记录日籍解放军历史

受到马来西亚华侨热烈称赞
湖南日报8月28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黄敬波 欧阳

林）“纪实小说《红樱花———安东丰子和她的战友们》的出版，对
我们了解中日两国的历史，具有特殊意义。”27日，应马来西亚吉
隆坡华侨之邀， 湖南汨罗籍作家彭晓立出席中马两国地方文化
交流，将历经10载撰写的纪实小说《红樱花———安东丰子和她的
战友们》赠予当地华侨。

抗战胜利70周年到来之际， 当年日籍解放军官兵命运备受
世人关注。 曾与日籍解放军战士安东丰子同为湖南省军区战友
的汨罗籍军旅作家彭晓立，在多次赴日采访基础上，创作了长篇
纪实小说《红樱花———安东丰子和她的战友们》，描写了数千名
日本籍侨民，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
国战友为中国革命事业浴血奋战， 以及1953年前后集体转业返
日后，在备受歧视中仍艰难创业，并从事中日友好事业的感人故
事。

主人公安东丰子的原型，是原湖南省军区的一名卫勤干部。
战前她是一个旅馆主独生女，17岁为躲战乱来到中国东北，日本
投降时加入解放军。由于在解放军中呆了8年，日本政府没收了
她和她家族名下财产。她归国后，一贫如洗，遭受种种歧视，找不
到工作。5年后， 她和战友们创办了安东诊所， 直至办了两座医
院、一个养老院、一座电视台、多栋商业大厦。她还兴建了中国留
学生寮，资助100多名中国留学生赴日本留学。

在马来西亚的文化交流之中， 彭晓立与华侨同胞们畅谈写
作的初衷与意义。“日籍解放军为中国革命事业浴血奋斗，他们
是一群国际主义的伟大战士，血与火的经历及坎坷的命运，反映
了日本侵略者对日本人民的彻骨伤害。” 不少马来西亚华侨表
示，希望能出英文版书籍，让更多身在他国的华侨同胞们认识这
段历史。

安乡一纸厂发生坠池事故
已造成7人死亡

湖南日报8月28日讯（记者 李寒露 于振宇）今天上午11时
左右，安乡县安裕乡众鑫纸业有限责任公司发生一起1人坠池、
8人相继施救坠池的事故。至记者发稿时，事故已造成7人死亡，
另有2人重伤。此外，参与现场救援的2名消防队员正在医院观
察治疗。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据初步了解，今天上午11时许，众鑫纸业有限责任公司工人
在清理纸浆池内废料时，一名工人中毒跌落池中，8名工友见状相
继施救中毒坠池。事故发生后，常德市委书记王群、市长周德睿第
一时间赶赴现场，调度指导救援处理工作。王群要求全力以赴抢
救伤员，不惜一切代价确保受伤群众和消防战士生命安全；迅速
封锁事故现场，确保不再发生任何延伸事故；成立市、县两级联合
事故调查组，彻查事故原因和责任，依法依规严肃处理、严肃追
究；及时、实事求是回应社会关切，作好事故处理相关善后事宜。
同时，对安全生产工作再部署、再安排，组织地毯式、拉网式大排
查，对安全隐患实行交办制度，保证整改到位。

金秋助学 大兵义演
2464万元善款将助万名贫困学子上大学

岳阳推出13个希望工程项目
募集善款383.8万元，721名学子获资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