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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济2015年10月9日 星期五3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胡朝楠

7年前， 由望城县划入岳麓区； 3
年前， 由乡镇改为街道。 生活在长沙
市岳麓区坪塘街道的人们， 正经历着
个人身份、 居住环境、 产业结构乃至
精神世界的嬗变。

这里有3个坪塘人的故事， 展现了
城镇化进程中坪塘人的勇气、 自信和
道德高度。

“村官” 张正国，
主动关停颜料厂

秋日的坪塘街道狮峰山村， 大小
工地塔吊林立， 工程车来来往往。 54
岁的狮峰山村党支部书记张正国， 几
乎每天都要到湘江欢乐城的工地看
看。 张正国生在坪塘， 长在坪塘。 上
世纪80年代曾是坪塘镇有名的“万元
户”， 开了一家颜料厂， 他亲眼见证了
坪塘由一个污染严重的工业重镇， 变
成今日的宜居田园都市。

坪塘盛产石灰石。 上个世纪， 大
小几十家水泥厂、 颜料厂、 建材厂，
解决了村民的就业问题， 坪塘成为当
时望城县的纳税大镇； 然而， 也给当
地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

2008年， 长沙大河西先导区成
立。 坪塘镇划到了岳麓区后， 所有老
工厂要求关停或搬迁。

“关停工厂， 村民一开始有些不
情愿， 但大家都看到了污染的严重
性， 坪塘的确到了不得不转型的时

候。” 张正国说。 他主动关停了自己的
颜料厂。

据统计， 坪塘老工业企业退出后，
每年减排废水 128万吨、 二氧化硫
8875吨、 氮氧化物696吨、 粉尘2005
吨、 危险废物35吨。

旅游度假、 休闲娱乐代替化工建
材业， 成为了坪塘产业发展新方向。
湘江欢乐城、 华谊兄弟影视城等项目
相继落户于此。 因开采石灰石矿形成
的200亩大矿坑， 用来打造全球最大
的室内滑雪场。

“坪塘不再是污染的代名词， 正
在朝着幸福的‘两型’ 家园迈进！” 坪
塘街道党工委书记文志龙自豪地说。

拆迁户袁湘江，
原来农民可以这样当

袁湘江原以为一辈子就只能当一
名农妇， 住在红桥村茶树坡组一栋有
些老旧的平房里， 在家种田喂猪带孩
子。 坪塘划入岳麓区后， 袁湘江成了
失地农民。 今年她将搬进街道南片的
安置房。 房子位于12楼， 干净敞亮。
袁湘江的身份也由农民变为市民， 纳
入医保、 社保， 另有征地补偿等， 可
以领取两年的失业金， 到了55岁还可
以领取社保。

“祖祖辈辈都是种地的， 没想到
农民还能这样当。” 袁湘江乐呵呵地
说， 夫妻俩在家门口也能找到工作，
孩子不用做留守儿童了。 像袁湘江一
样， 还有很多失地农民搬进了安置小
区。 老邻居们现在住一个小区了， 没

事儿就聚在一起聊聊天、 跳跳舞。
对于年轻人来说， 也不用外出打

工了， 项目运营后需招收大量员工。
以湘江欢乐城为例， 项目建成后能创
造8000个直接就业机会， 带动间接就
业将超过5万人。 那些没有被征地的
农民， 可以伸展拳脚的舞台也很大。

太平村桐冲组农民廖丹， 前些年
一直在外当厨师， 一年回家两次， 每
次回来头几天， 孩子跟爸爸亲热不起
来。 去年， 廖丹辞工回乡筹建农庄，
利用自家鱼塘、 山林、 菜地和自己厨
师手艺， 边照顾家边创业。

为配套坪塘北部的大王山旅游度
假区， 坪塘在南部打造乡村田园休闲
游， 推进“千户农庄示范园” 计划。
这些农庄主要分布于坪塘南片的花扎、
新合、 太平、 白泉等村， 今年扶持
100户， 廖丹就是其中一户。

“我们这里既是城市， 也是农村，
是生态度假的现代农村。” 坪塘街道办
事处主任吉文斌介绍， 坪塘离长沙主
城区不到20公里， 发展田园休闲旅游
条件得天独厚。

“好人” 戴月娥，
富了口袋还要富脑袋

“哈哈哈……” 人未到笑先闻， 9
月30日上午， 廖月娥敬老院， 爽朗热
情的戴月娥风风火火地现身。 这
个新合村普通的农村妇女,�先后将
5名没有血缘关系的孤寡老人和残
疾人接到家中赡养， 待他们如亲
人。

戴月娥的善举感动了人们， 被评
为全国道德模范。

去年， 坪塘街道投入700多万元，
兴建了这座敬老院， 遂了廖月娥“让
更多孤寡老人老有所养” 的心愿。

“孤寡老人进敬老院， 一分钱不
收， 这里什么都有， 连牙刷都不用
带。” 廖月娥说。 在廖月娥的影响下，
新合村婆媳关系特别融洽， 谁家有什
么小摩擦， 就请廖月娥出面做工作，
由她嘴里说出的孝老爱亲的道理， 最
有说服力。 廖月娥敬老院还设有道德
讲堂， 也是岳麓区大学生“孝文化”
实践教育基地。 自去年11月启用以来，
已接待长沙市各大中小学师生和市民
代表5000多人次。

除了廖月娥， 坪塘还有湖南省见
义勇为英雄谢芳、 花扎村好支书周永
强、 孝养继母60载的周艳君等“好
人”。

“富了口袋， 还要富脑袋，” 坪
塘街道党工委书记文志龙说， 廖月娥、
谢芳们的执着、 坚守和付出， 感动和
影响着周围的人们， 新坪塘的发展离
不开这样的精神动力， 少不了这股道
德“正能量”。

人情之美， 最是动人。
坪塘繁忙喧闹的工地上， 听得到

一个诗意、 富足、 和谐的美丽新街拔
节生长的声音。

湖南日报10月8日讯 （记
者 李伟锋 秦慧英） 今天上午8
时20分， 长沙鼎吉环保工程设
备公司的办税员朱玲飞在长沙
市雨花区国税局办税大厅， 顺
利办完公司税务手续。 这也是
“金税三期” 系统正式上线以
来， 我省税务部门办理的首笔
业务。 从今天开始， 我省税务
部门办税信息系统， 全面升级
至金税三期应用系统。

金税工程是经国务院批准
的国家级电子政务工程， 是税
收管理信息系统工程的总称，
旨在构建覆盖全国的、 统一的
税收管理信息系统。 自1994年
开始， 先后经历了三期建设。
其中， 第一、 二期主要任务是
在税务系统推进增值税的信息
化管理。 第三期的主要任务实
现国税、 地税信息的互联互通，
构建起覆盖所有税种、 贯穿税
收工作主要环节的全国税收管

理信息系统。
据介绍， 以往纳税人新办

理税务登记时， 要分别到国税
和地税部门提交资料、 办理开
业登记等多项业务； 在申报高
峰期， 正常申报征收的纳税人
也可能会遇到因操作系统数据
拥堵、 传输停滞而导致办税时
间延长等情况。 而金税三期上
线后， 将直接解决这些难题。
纳税人在国税部门办理税务登
记时， 如果已在地税部门办理
过登记， 系统会自动调出纳税
人信息， 节省了办税时间。

同时， 金税三期系统将实
现全国税收数据大集中， 纳税
人在国内任何一地的纳税信息，
均可在这个系统中实现共享。
今年内将实现湖南、 河北、 贵
州、 云南、 四川等14个省 （区、
市） 数据并网； 到2016年， 全
国各省 （区、 市） 税收管理信
息将实现大联通。

湖南日报10月8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谭萍 ）“袅袅凉
风动，凄凄寒露零。 ”今天是二十
四节气之寒露，阳光清丽，秋意
浓浓。 不过，11日前不断有弱冷
空气渗透南下影响湖南，省内平
均气温低于22摄氏度，让我们充
分感受到寒露节气初生的“寒”
气。

常言道：“吃了寒露饭，单衣
汉少见。 ” 常言又道：“白露身不
露,寒露脚不露。 ”寒露时节，天气

由凉转寒， 入夜后更是寒气袭
人， 请大家要特别要注重保暖，
及时增减衣服， 以防寒邪入侵，
尤其不要赤脚。

进入寒露节气，气温下降加
快，昼夜温差进一步加大。 省气
象台预计，9日至11日受地面冷
空气渗透南下影响，省内风力加
大，气温较低，平均气温低于22
摄氏度。 以长沙为例，白天的气
温可达24至25摄氏度，但早晚气
温低迷，12日早晨最低气温只有
14摄氏度。 另一方面，随着降水
的渐渐减少， 天气愈发干燥，抵
抗秋燥，平时多喝水，保持好心
情。 此外，10月1日开始我省进入
森林防火期，请提高防火意识。

湖南日报10月8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杨辉柏 江钻 ）
国庆长假高速公路“免费大餐”
于8日零时结束。 据省高速公路
管理局统计， 7天长假， 全省高
速公路车流量885.4万台次， 同
比增长10.4%， 其中近九成为小
车流量， 共免收通行费3.1亿元。
高速公路车流激增的同时， 车
窗垃圾翻倍。

今年国庆长假， 长益高速
长沙西站、 长永高速长沙站、
京港澳高速耒宜段小塘站、 长
潭西高速学士站、 京港澳高速
长潭段雨花站等5个收费站车流
量最大。 京港澳高速、 长张高

速、 沪昆高速、 长永高速等路
段车流量最大。

据省高管局统计， 长假期
间，湖南现已通车的5493公里高
速公路路面，每天需打扫车窗垃
圾33吨；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每
天产生的垃圾量为平常的3倍以
上。 省高管局养护部门相关负责
人介绍，节假日期间，在车流量
较大路段，平均每2公里配有1名
专职人员负责沿线车窗垃圾清
洁，然而垃圾量依然激增。

高速公路管理部门再次呼
吁司乘人员， 自觉杜绝车窗垃
圾和不文明行为， 形成良好的
出行习惯。

湖南日报10月8日讯 （记者 奉
永成 ） 今天， 记者从省工商局了解
到， 国庆期间， 省工商12315指挥中
心共受理消费者投诉、 举报829件，
为消费者挽回直接经济损失20.13万
元。

从消费者集中反映的情况来看，
网络订房纠纷成投诉焦点。 “网络
订房纠纷主要表现在酒店虚假宣传、
不履约等方面。” 省工商局消保处吴

卫告诉记者， 一些酒店在客流量增
加的情况下， 不履约的情况时有发
生。 比如， 消费者通过网络平台或者
是电话预订客房住宿服务， 到店后
却发现酒店服务设施及内容与网页
宣传内容不符； 部分酒店不履行双
方事先约定， 到店后单方面涨价； 消
费者网络订房成功， 到店后却发现
店已客满， 无房可住； 消费者通过网
络下单成功预定客房， 到店后发现

酒店方并未接到相应订单， 造成消
费者无房可住。

“省工商局要求， 国庆期间， 所
有的消费投诉、 举报事件， 当地工商
部门必须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根
据新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旅游
法》 的相关规定， 对投诉、 举报进行
快速处理。” 吴卫告诉记者， 国庆期
间我省没有发生类似“青岛大虾” 的
消费投诉恶性事件。

湖南日报10月8
日讯 （记者 奉永成
通讯员 刘烨） 今天，
省安委会通报了我省
国庆期间安全生产情
况。 国庆期间， 全省
安全生产形势整体平
稳， 共发生各类事故
7起， 没有发生较大
及以上生产经营性安
全生产事故。

这7起事故分别
为： 1、 10月1日13时
左右， 永顺县发生一
起非生产经营性道路
交通事故， 造成3人
死亡、 4人受伤； 2、
10月3日， 洞口县丰
顺烟花厂发生爆炸，
造成1人死亡； 3、 10
月3日， 石门县发生
一起喷井事故， 造成
1人死亡； 4、 10月4
日10时， 新邵县昌盛
烟花厂包装间发生爆
炸 ， 造成 1人死亡 ；
5、 10月 4日 11时 30
分， 保靖县发生1起
中巴车翻车事故， 造
成 2人死亡 、 3人重
伤 、 15人轻伤 ； 6、
10月4日15时40分 ，

祁东县发生一起非生产经营性道路
交通事故， 造成2人当场死亡、 3人
受伤， 3名伤者经抢救无效于当日22
时30分左右陆续死亡； 7、 10月5日
19时左右， 嘉禾县山窝庄煤矿井下
1121采空区发生瓦斯爆炸， 造成5人
受伤， 其中1人在送到医院救治中于
10月6日8时20分死亡。

国庆节前， 省安委会专门下发
通知， 要求各单位严格落实安全生
产责任和措施， 节日期间， 凡因责
任不落实、 措施不到位而发生生产
安全事故的， 将依法从严追究有关
人员的责任。

月桂聊天

金税三期系统正式上线运行
国税、地税信息实现联通，并将全国联网

寒露时节，寒意初生

“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

车流激增 垃圾翻倍
国庆长假全省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比

增长10.4%,服务区垃圾为平时3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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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期间省12315指挥中心受理投诉、举报829件

网络订房纠纷成申诉焦点

10月8日，保靖县城东新区建设工地，工人们在加紧施工。 该新区建设包括商业、住宅、公路等项目，是保靖县城扩容
的主要区域。 彭司进 田锐 摄影报道

农夫与城 ——城镇化进程中的坪塘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