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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界 多云转阴 18℃～23℃

吉首市 阴转小雨 18℃～23℃
岳阳市 多云 18℃～23℃
常德市 多云 18℃～23℃
益阳市 多云 18℃～23℃

怀化市 阴 18℃～23℃
娄底市 多云转阴 17℃～22℃
邵阳市 多云 18℃～22℃
湘潭市 多云 18℃～24℃

株洲市 多云转阴 19℃～23℃
永州市 阴 19℃～23℃
衡阳市 多云转阴 20℃～24℃
郴州市 阴 20℃～24℃

今天，多云间晴天
明天，多云
北风 2~3级 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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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0月8日讯 （记者 李文
峰 通讯员 邓少仁 徐峰 陈潇）“成都
市以产权制度改革为突破口， 还原土
地资本属性， 有效破解了城乡均衡发
展钱从哪里来、地向哪里要、人往哪里
去等难题。”日前，醴陵市委组织乡镇、
街道和经开区、 示范区及市直机关科
级以上干部58人， 专程赴成都置信集
团，就项目建设进行专题学习，让干部
开阔眼界。

醴陵渌江控股集团董事长王吉祥
是参训学员之一。10月8日， 记者在工
地上见到他时，他高兴地说，成都置信

集团是其合作伙伴， 负责渌江新城城
乡一体融合发展核心概念设计。 这次
培训受益很多， 将有效助推渌江新城
建设。

渌江新城规划总面积12平方公里，
可吸纳近9万人， 布局于醴陵长庆示范
区醴陵大道两厢，去年底开建，已掀起现
代产业园区、产业配套社区、产学研孵化
平台及高尚居住社区、渌水湾旅游小镇
和生态康体养生区建设热潮。

去年来，醴陵市委实施“新创业新
醴陵”发展战略，围绕“打造发展升级
版，建好湖南东大门”，以教育培训为

抓手，将党政领导干部、基层党员和社
会上的人才纳入大培训范围， 着力增
强干部推进改革、 招商引资、 项目攻
坚、安全保障4大实战本领，以促进当
地经济社会发展,加速形成以“一环三
纵横”为支撑的“一城三片区”及“一心
六组团”城乡一体化大发展格局，即致
力通过建设城市环线与省、株洲
市提质改造贯穿醴陵全境的3条
骨干道路， 推动醴陵老城区提
质、经开区升级、示范区开发，并
以此为辐射， 在全域打造6个产
城联动、协同发展的集镇组团。

为加大培训力度，醴陵市先后投入
5000多万元， 升级市委党校办学基地。
同时，每年安排专项经费100万元。今年
来，已举办培训主体班19期，参训学员
达2000余人次， 有效推动项目开工341
个，其中重点项目51个，完成投资146亿
元，居株洲市其他县（市）之首。

湖南日报10月8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欧阳冬子 陈政忠）今天早上5时，
东安县鹿马桥镇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站
早已灯火通明，专职检测员正对全镇上市
的蔬菜、水果、畜禽产品进行农产品安全
质量检测。9月6日，该县被认定为“国家农
产品质量安全县(市)”创建试点单位。

近年,� 东安狠抓农产品质量安全
监管工作。县财政安排860万元专项经
费，加强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

站标准化建设，为每个乡（镇）检测站
安排了专门的办公场地， 配备农残检
测仪、操作台、冰箱、电子天平、恒温箱
等检测设备。 各检测站有2到3名专职
检测员。 并在全县84个农业标准化示
范基地、23个农贸市场和超市设立农
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点。 建成了以县农
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为主、乡（镇）
检测站为辅、 基地检测室为基础的农
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网络。 该县还分批

送专职检测人员到省、 市参加农产品
质量安全检测技术培训， 提高检测人
员的业务素质。

该县在全省率先对县、乡(镇)两级
的农业、 畜牧水产的检测资源进行整
合，实现县、乡(镇)两级农业、畜牧水产
监测站合署办公。利用这一检测体系，
该县动、 植物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工
作实现统一计划、 统一抽检、 统一处
理、统一发布信息。今年1至8月，全县

抽检蔬菜、水果、畜禽产品83216批次，
蔬果农残监测合格率分别达99.8%、
99%，生猪“瘦肉精”检测合格率100%。

该县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
“倒逼”全县农业生产健康发展。该县大
庙口镇农民张贤在紫溪市镇创办“自采
自乐葡萄园”， 由于有了农产品质量安
全监管，该园葡萄成了“放心果”，市场销
售价达36至44元/公斤， 比市场同类葡
萄销价高出14元至20元/公斤。

湖南日报记者 王文隆
通讯员 章文正

如今，从幼儿园入托，到就
读高中， 落户浏阳经开区的居
民，可享受全额学费补助。10月
8日 , 记者从浏阳经开区了解
到，随着《加快浏阳经开区创业
就业人员就地城市化工作的试
行办法》 今年9月底正式出台，
浏阳经开区事实上成为全省首
个从幼儿园到高中学费全免的
开发区（城区）。

同时， 这一最新实施的政
策，为落户该园区的创业、就业
人员，在安家落户、子女就读、
医疗保健、 社会保障等方面提
供了一系列优惠政策。

一户一房一补贴，
最高补3万

新政策规定： 在浏阳经开
区创业、就业一年（含）以上并
落户园区的人员， 在纳入园区
财税体制的房地产企业购买首
套商品住房的，按照“一户一房
一补贴”原则，根据商品住房面
积给予购房补贴。

购房面积在35至60（含）平
方米的补贴 1万元 ，60至 100
（含） 平方米的补贴2万元，100
平方米以上的补贴3万元。

在全省率先实现
15年制义务教育

居民子女就读方面， 更是重磅
惊喜———

在浏阳普通高中就读的， 按照
浏阳市政府确定执行的收费标准分
年度给予全额学费补助；

3至6周岁儿童在园区备案并认
定的幼儿园入托的， 按照浏阳市政
府确定的公办幼儿园日托收费标准
给予补助；

参加统一高考被各高等院校录
取的全日制学生， 凭录取通知书可
申请享受一次性助学奖励， 大专奖
励1000元，本科奖励2000元。

中老年人2年一次免费体检
园区财政每年安排公共医疗保

障资金， 用于公共卫生和公共医疗
服务，对中老年人（男45岁以上，女
40岁以上）每2年组织开展一次免费
健康医疗检查， 并使新增安家落户
人员享受城镇居民社保待遇。

根据新政策， 浏阳经开区对园
区居民实施大病救助工程， 因病或
因无第三责任者的意外事故伤害住
院，医疗费用一个自然年度超过6万
元的，在医疗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
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结算之后，由
浏阳经开区救助个人自付部分的
50%（单人年度救助额度不超过6万
元）。

“土专家”讲课
农民爱听

衡南“人才+”促农增收
湖南日报10月8日讯 （徐德荣 黄能 阳新

陈学阳）“听‘土专家’讲课去咯！”今天一大早，
衡南县谭子山镇30余位枣农来到该县碧峰冬
枣专业合作社的基地，向合作社理事长谢琼军
学习冬枣增产办法。谢琼军擅长冬枣的种植与
管理，他讲课既生动又实用，枣农都爱听，大家
都叫他“土专家”。

在衡南县，像谢琼军这样的“土专家”有很
多。2011年以来，该县大力推行“人才+”模式，
开发和培育农村实用人才，并建立健全农村实
用人才库，通过他们的示范作用，推动农村经
济发展。目前，入库的“土专家”、“田秀才”有
716�名，另外还有县农业部门科技特派员101
名。通过推行“人才+大户”、“人才+协会”、“人
才+合作社”、“人才+家庭农场”、“人才+农业
加工休闲企业”、“人才+基地”、“人才+培训工
程”等，使人才的引领示范和结对帮带作用得
到充分发挥。

据统计，采取“人才+”模式，衡南县已发
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协会）983家、创办家庭农
场89个， 领办、 合办加工和休闲农业企业84
家，结对培育科技种养大户1.3万户，带动全县
发展农业产业化基地267万亩。近3年来，全县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以1700元的幅
度递增。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乐水旺 骆力军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10月3日22时30分中央电视台播出《今
世缘·等着我》节目，主持人倪萍的话
音刚落， 宁远县天堂镇刘家村71岁的
邱富姣步履蹒跚走向红色大门。

大门打开， 瘦弱的刘富田走向邱
富姣，双膝跪下。为了这一刻，邱富姣
等了11年！

失联11年，父母慌神
今年2月14日下午，宁远县天堂镇

副镇长欧阳大柱到刘家村落实春节前
的几项工作。

在村头， 欧阳大柱见到邱富姣痴
望着前方。他忙上前询问：“老妈妈，您
为什么不回家？”邱富姣唠叨：“我儿子
离家10多年了，我要等他回家。”“有什
么事咱们回家再说。”欧阳大柱好说歹
说，把邱富姣哄回家。

邱富姣家里空荡荡的。 老伴刘先
旺躺在床上。屋里散发着难闻的气味。

老两口育有一儿一女， 儿子刘富田，
1975年出生。 女儿出嫁后很少跟家里
联系。

2004年初， 刘富田外出打工后
再没回过家，也没了联系 。开始 ，邱
富姣、刘先旺以为儿子忙，没放在心
上。可转眼10年过去，他们慌了，四
处打听， 听到刘富田已经不在人世
的传言。

邱富姣、刘先旺坚信儿子会回来。
他们年年给儿子交农村社保费， 他们
说到时候儿子回来了，能有保障。逢年
过节，他们到村口等候。可每次都失望
而归。

2013年底，刘先旺突发脑血栓，瘫
痪在床。

听到这， 欧阳大柱拍着胸膛说：
“我一定把你们儿子的事弄个水落石
出。”

三下广东，寻人未果
第二天， 欧阳大柱请镇卫生院的

医生到村里，给刘先旺看病、扎针。大
年三十晚上， 欧阳大柱先陪邱富姣老

两口包饺子。他时常带着药品、肉、米
看望二老。两个月后，刘先旺能拄着拐
杖行走了。

2015年春节长假后第一天上班，
欧阳大柱来到县公安局。查询得知，刘
富田近期在广东东莞市寮步镇工业园
附近一家银行，交易多次，这证实刘富
田还活着。 他赶紧把消息告诉邱富姣
夫妇。

3月6日星期五下班后， 欧阳大柱赶
往寮步镇。第二天一大早，在该镇东盈大
厦里刘富田近期交易过银行守候。

两天里， 欧阳大柱一步也不离开
大厦。渴了，喝几口矿泉水，饿了，啃几
口面包。两天过去，渺无音讯。8日晚，
他在赶着回镇里上班途中接到妻子的
电话，才记起当天是女儿1周岁生日。

4月17日，欧阳大柱在寮步镇工业
园挨个工棚寻找。 得知一个建筑工地
上， 一名宁远籍务工人员也叫“刘富
田”。见面后，才得知对方叫刘福田。

5月3日下午， 欧阳大柱再一次在
东盈大厦蹲守， 发现马路对面一名男
子貌似刘富田，他立即横穿马路追去。

被一辆汽车的车胎压过右脚掌， 掀翻
了大脚趾的指甲。他顾不上疼痛，追上
去，却不是刘富田。

求助媒体，游子归来
三次寻人， 欧阳大柱认识到个人

的力量太微弱了。他向中央电视台、华
声在线等媒体求助。 华声在线立即刊
发了刘富田的故事， 广大网友纷纷提
供线索、献计献策。

几天后，中央电视台《今世缘·等
着我》栏目组愿意提供帮助。

不久，《今世缘·等着我》栏目组邀
请邱富姣和欧阳大柱到北京录制节
目。见邱富姣闷闷不乐，欧阳大柱一路
上安慰她，带她游览故宫、天安门。

在节目录制现场，11年没回过家
的刘富田连声向邱富姣道歉：“妈妈，
对不起！”

原来，几年前，刘富田办的小工厂
倒闭，欠了20多万元债务，现在一直在
还债。他感到很内疚，觉得没脸面对父
母。

刘富田回家了， 刘家村两委见欧
阳大柱出钱出力，过意不去，提出给他
报2000元差旅费， 欧阳大柱一口回绝
了。 他还承诺继续照顾邱富姣、 刘先
旺。邱富姣、刘先旺高兴地说：“我们又
多了一个儿子，真开心！”

取来真经 为我所用
醴陵今年来围绕经济社会发展举办培训主体班19期，参训学员2000余人次

质检发力 促农增收
东安完善农产品质检网络， 蔬果农残监测合格率分别达99.8%、99%，

生猪“瘦肉精”检测合格率100%

浏阳经开区出台就地城市化优惠政策

居民从幼儿园到高中：
学费全免

芷江夜美不思归

湖南日报10月8日讯（李曼斯）
“十一”黄金周，长沙秋色宜人，吸
引了众多游客。据统计，长假7天长
沙市共接待游客659.17万人次，实
现旅游总收入56.8亿元。

“当一个游客花了5天在长
沙，却没有去任何景点时，你可以
想象她吃了多少东西。”来自江苏
的叶小姐更新了微博， 并附上数
十张长沙美食的照片， 引来众多
网友垂涎不已。

据统计， 长沙特色餐馆人流
如织， 其中外地游客占了9成。坡

子街火宫殿由于客人太多， 平时
用来唱戏的舞台也被摆上餐桌，
成为临时餐厅； 位于杜甫江阁对
面的长沙老龙虾餐馆下午4时左
右， 大门前就挤满了等待用餐的
客人；坡子街沿线的新华楼、向群
锅饺以及臭豆腐摊店， 无不是排
着长长的队伍。

外地游客涌进长沙参观游览，
而长沙市民则趁着天气晴好，选择
不出远门而去周边小镇游玩。国庆
7天， 长沙周边2000多家农家乐几
乎全部客满。

湖南日报10月8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朱孝荣 颜石敦）
10月8日，资兴市旅游部门发布消
息，今年“十一”黄金周，该市旅游
市场持续火爆， 全市共接待国内
外游客37.28万人次， 实现旅游收
入9972.65万元， 同比分别增长
16.90%、14.15%。

今年7月，东江湖旅游区成功
晋级国家5A级旅游景区， 成为全

省第8个国家5A级景区，也是全省
目前唯一拥有国家生态旅游示范
区、 国家5A景区、 国家风景名胜
区、 国家森林公园、 国家湿地公
园、国家水利风景区6块“国”字号
牌子的旅游区。今年“十一”期间，
是东江湖晋级5A后首个黄金周，
广东、湖北、江西等地游客云集东
江湖， 荡舟寻美，7天里共接待游
客23.86万人次，创历史新高。

老百姓的故事
中国新闻名专栏

三下广东，求助央视，终于———

乡干部帮村民找回儿子

10月8日上午，长沙市银盆岭大桥，机动车从桥上经过。从当日零时起，该桥桥东连接波隆立交桥的主道和桥
面全面恢复交通。同时，大桥东、西引桥加固工程进入第二阶段，桥东的南、北匝道开始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车
辆通行。预计至本月22日24时，工程全面完工。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长沙美食让游人

“挪不动脚”

东江湖“5A”效应凸显
37万游客“十一”畅游资兴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龚卫国 彭璇

“侗乡夜景最迷人，错把芷江
当凤凰。”10月7日晚上，湘潭游客
李梅站在美轮美奂的芷江县城风
雨桥头，眼望 水两岸火树银花、
流光溢彩的夜景， 以及川流不息
的人流，情不自禁地感慨道。

虽是秋雨绵绵， 但在 水河
岸的防洪大堤上， 仍吸引了无数
游客在这里休闲散步。 沿河两岸
的风雨桥、侗族鼓楼群、吊脚楼、
奎文阁等建筑上的彩灯如群星闪
耀， 灯光映照在 水河上交相辉
映，让人沉醉。

河岸五色缤纷， 桥上流萤飞
舞， 满城凤冠霞帔。“仅一年没来
芷江，没想到这里变得如此漂亮，
夜景蕴含着侗民族灿烂文化，洋
溢着节日的气氛， 实在是太美
了。”来自长沙的游客杨先贵举着
手机晒着侗乡夜景， 不停地在朋
友圈转发分享。

“侗乡夜景留游客。”芷江旅
游局局长杨建平告诉记者， 作为
抗战胜利受降之地， 前来参观的
中外游客逐年攀升， 但过去旅游
品种单一，往往是看了就走，白天
游客“井喷”， 晚上游客稀少。今
年， 芷江借承办湖南省纪念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70周年之际，对县城实施
了夜景亮化， 建成了县城 水两
岸千米夜景长廊， 独具侗民族特
色的夜景留住了游客，10月1日
至5日， 全县接待游客达15万余
人次，同比增长了20%。

记者徜徉在穿梭于千米夜景
长廊的索子街， 满是熙熙攘攘的
人流，在霓虹灯的装扮下，显得更
加妩媚。 这里的吊脚楼既继承了
民族特色，又融入了现代气息。索
子街上店铺林立，一家“虾仁店”
的老板告诉记者，自从8月千米夜
景长廊建成后，每到晚上，生意火
爆，如不提前预订，还真找不到座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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