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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8月3日讯 （记者 曹辉 通讯
员 王文山 王宁 ）今天，湘潭市召开上半
年重点项目建设考评暨“奋战100天，全力
保进度”动员会议，动员全市上下抢抓当
前施工黄金季节，迅速掀起项目建设新高
潮，确保完成全年重点项目建设各项目标
任务。

今年以来，该市重点工程建设紧扣“产业
发展、精美湘潭、园区发展、全域旅游”四大发
展主题，1至6月全市完成固定资产投资675亿
元，增长15.6%，高于全省平均水平1.5个百分
点。安排的382个重点建设项目，上半年已完
成投资427.5亿元。上半年计划开工的50个项

目中已有湘潭县潭衡高速晓南互通等44个实
现开工， 万达城市广场等25个项目提前实现
竣工或投产运营，156个项目实现“时间过半、
任务过半”。

今年， 湘潭市推行市级领导联点负责20
大产业项目和市委常委联系10大前期项目工
作模式，实行一个项目、一位市级领导带队指
挥、 一家单位牵头负责、 一个工作班子日
常服务、一名机关干部具体联络、一个服
务方案保障实施的“六个一”工作推进机
制，确保了各项工作落到实处，抓到点上。
市委书记曹炯芳、 市长谈文胜亲自带队，
组织重点项目建设观摩点评活动，有力地

促进了项目的快速推进。
今天的动员会上,市长谈文胜指出，虽然

项目建设问题与困难很多， 但要集中攻坚予
以破解，“奋战100天，全力保进度”。各有关部
门要督促和协助项目业主单位， 尽快完善各
类前期手续。全力以赴抢抓项目进度，抢抓未
来三个月的项目建设黄金时间,加速推进重点
项目建设。

奋战百天 抢抓进度
湘潭掀起重点项目建设新高潮

湖南日报8月3日讯 （记者 杨军 通讯员
罗中华）近日，由桃江县美人窝文化传媒（集
团）有限公司原创的花鼓戏《乡长打工》正加
紧重新排练。该剧是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
今年10月将代表我省参加第十一届中国艺术
节。

美人窝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是由桃
江县影剧院与当地两家花鼓戏剧团整合成立
的，公司创新机制，开拓市场，实现了自负盈
亏，一批原创花鼓剧在巡演中受到好评。

据了解， 桃江县在2014年完成了文化体
制改革任务，县影剧院、电影院、广播电视台
等国有文艺院团顺利改制。目前，文化事业和

文化产业呈现良好发展态势， 省委督察组实
地考察后给予肯定。

文化体制改革中，桃江县按照“改革
体制、创新机制、繁荣事业、壮大产业”的
思路 ，采取身份不变 、财政保障水平不降
低 、公开考试三招 ，啃下了文化事业单位
转企改制“硬骨头”。当地文艺团体迸发新
的活力。 县电影公司在改制后自筹资金
500多万元，加上民间投资，新建了5个3D
数字电影厅， 一年观众超过20万人次。县
广播电视台投资 1100万元建成农村广播
“村村响”工程，其建设、管理、利用经验在
全省推广，并获评全国服务基层先进单位；

《话说桃江》、《资江行》 等优秀自办电视节目
也深受好评，《资江行》 今年还获得湖南新闻
奖。

同时， 桃江县着力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实现文化惠民。他们努力创建省级公
共文化示范区， 对各村文化活动中心进行升
级改造。目前，已实现村级文化活动中心、文
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服务点、 农家书屋全覆
盖。全县每年送戏下乡40余场，放映农村公益
电影3600余场。县影剧院“周末剧场”已举办
公益演出32场，观众3万多人次。县花鼓戏迷
协会周末公益演出已举办100多场，观众近10
万人次。

繁荣事业 壮大产业
桃江文化体制改革激发活力

湖南日报8月3日讯 （记者 周怀立 ）
“全国文明城市是株洲的一张靓丽名片，是
提高株洲知名度、美誉度的一块金字招牌。
一定要以奋发有为的姿态， 推动文明建设
再深化。”在今天召开的株洲市精神文明建
设总结表彰暨深化文明城市建设大会上，
市委书记毛腾飞对深化文明建设进行再
动员。

会上，毛腾飞代表株洲市委提出，要不
断巩固提升文明城市建设成果， 深入开展
“文明城管、文明交通、文明旅游、文明餐
桌、文明网络、文明校园、文明家庭、文明乡

村、文明社区、文明单位”10大行动，以更
高标准、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文明城市
建设再上新台阶。

去年2月， 株洲市首次获评全国文明
城市，还获得第四届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工作先进城市称号、“中国人居环境奖”等。随
着文明城市建设不断深化，株洲市文明创建逐
渐常态化， 分层分类评选了一批“道德模范”、
“身边好人”、“最美家庭”等，涌现出“中国好人”
5名、全省道德模范1名。同时，大力倡导、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其做法得到
中央领导同志肯定。

把“全国文明城市”牌子擦得更亮
株洲开展10大行动深化文明建设

湖南日报8月3日讯（毛敏轩）昨天下
午，长沙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长沙市
住房公积金管委会关于发挥住房公积金
政策效应支持房地产市场“去库存” 的通
知》及相关配套政策。 其中“买第三套房有
条件放开公积金贷款 ”的规定引人注目。

《通知》第一条提到，职工家庭（含夫妻
双方） 已有一套建筑面积小于144平方米
的自有住房，再次购买改善性住房，可以申
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执行住房公积金二套
房贷款政策。 这相对于去年5月公布的首
套房小于120平方米的限制有所放宽。

《通知》第五条指出，职工连续缴存住

房公积金五年以上，且自缴存之日起夫妻
双方均未使用过住房公积金 (包括提取和
贷款)，其家庭已有两套(含)以下住房，且住
房建筑面积合计不超过230平方米， 再次
购买改善性住房，可以申请住房公积金贷
款，执行住房公积金二套房贷款政策。

长沙市住房公积金信贷处处长卢彤
表示，过去政策是“保一限二禁三”，现在为
了满足不同类型人群的购房需求，只要满
足上面三个条件，就可以在购买第三套房
时使用公积金贷款。“第一条和第五条的区
别主要在于是否使用过住房公积金，如果
已经使用过就不满足第五条的要求。”

长沙市出台房地产市场“去库存”新政策

买第三套房有条件放开公积金贷款

湖南日报8月3日讯（记者 姚学文）今
天，记者从长沙市教育局了解到，长沙市教
育局定于8月18日10∶00召开关于调整全
市城区小学生早上到校时间决策听证会，
愿意参加听证会的代表，请及时报名。

据悉， 听证会设21名听证会参加人，
具体构成及产生方式为： 家长代表5名，采
取自愿报名的方式，面向社会公开征集、随
机选取家长5名；教师代表5名，采取自愿
报名的方式，面向社会公开征集、随机选取
教师5名；校长代表2名，采取各区县教育
局各推荐1名校长， 在推荐的基础上随机
抽取校长2名； 区县教育行政部门代表2
名，随机抽取2个区县教育行政部门，由抽
中的区县教育行政部门各推荐1人参与；
人大代表1名，由市人大办公厅推荐；政协
代表1名，由市政协办公厅推荐；有关部门

代表3名，由市法制办、市政策研究室、市交
警支队各推荐1名； 教育领域专家2名，由
长沙市教育局聘请。

自愿参加听证会报名的家长、 教师代
表于2016年8月3日至8月5日9∶00-12∶00;
13∶30-17∶30向长沙市教育局报名。

报名可以现场报名，也可以电话报名，
还可网上报名。现场报名的地址：长沙市岳
麓区茶子山中路320号长沙市教育局基础
教育处(413室)。电话报名：84899710。电话
报名时，须详告参加人的相关资料。网上报
名：请将参加人的姓名、年龄、学历、单位、
职务和联系电话等相关资料提交到邮箱
419215491@qq.com。

推荐的听证会参加人由推荐单位于
2016年8月5日前将参加人的相关资料报
长沙市教育局。

调整城区小学生早上到校时间
长沙市教育局将举办听证会

湖南日报8月3日讯 （通讯员 朱新艳
记者 周怀立） 8月1日， 株洲市在庆祝建
军89周年大会上， 表彰了“十佳军嫂” 和
“十佳拥军家庭”。

从5月起， 株洲军分区政治部、 株
洲市民政局 、 株洲市妇联联 合 启 动

“十佳军嫂 ”、 “十佳拥军家庭 ” 评选
活动。 驻株洲各部队、 株洲各县市区
积极推荐优秀军嫂和拥军模范家庭， 群
众也纷纷举荐身边的优秀军嫂和军属。 经
层层筛选， 最终确定了“十佳军嫂” 和
“十佳拥军家庭”。

株洲表彰“十佳军嫂”“十佳拥军家庭”

湖南日报8月3日讯 （通讯员 徐文杰
记者 李寒露） 7月31日上午， 大型纪录片
《梨园颂———常德汉剧名班文华、 同乐合
班建团60周年巡礼》 在常德诗墙公园笔
架城正式开机拍摄。

常德汉剧是湖南省的汉族传统戏
曲之一， 其常德高腔于 2006年 5月正
式列入国务院公布的国家首批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 。 据了解， 该片由常德
市汉剧高腔保护中心出品 ， 湖南隆飞
影视文华传播有限公司摄制。 该片以
“讲汉剧 、 唱汉剧 、 传汉剧 ” 为主线 ，
以传承和发展常德汉剧艺术为重点，
选取不同经历 、 不同年龄的老汉剧从
业者 ， 讲述常德汉剧的发展历史和文
化渊源。

常德首部大型戏曲纪录片开拍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马朝晖 李先志

8月1日下午2时， 蓝山县S216线祠市
路段修补工地， 公路养护人员正在摊铺路
面、清除路肩杂草，一派繁忙景象。

当了20多年养护工的李桐生向记者
介绍：“路面修补， 气温越高沥青摊铺更容
易。所以，高温天气正是补路的好时机。这
些天，我们每天清早6时半开工，下午5时半
收工，除去吃饭和休息时间，每天至少在烈
日下暴晒8个多小时。”记者在现场感受到，
路面温度达50℃， 再加上超过80℃的沥
青，整个施工现场如同一个大蒸笼。

该县公路局养护股股长邓明清接着
说：“上半年强降雨导致全县公路路面、路

基大面积下沉、坑槽。为此，我们抢抓晴好
天气，加班加点修复损毁路段，力争10月
底全面完工。”

雷文东是一名工作20多年的路面修
补洒油操作手。 只见他身上包裹严实的工
作服，戴手套。原来，手握洒油喷枪的部位
温度接近60度， 不小心就会烫伤皮肤。雷
文东对记者说：“喷枪洒油讲究慢工出细
活，要随时调节喷头和掌握油量，洒出来的
沥青铺在路面上才均匀， 修补出来的路面
才更加平整牢固。”

现场的工友们抢着说，当油车出现故障，雷
文东还不顾热浪灼人，爬到油车下抢修。

见此情景， 过往的司机师傅纷纷为养
路工点赞：“这么热的天， 我们坐在车里开
着空调都感到难受，他们真的不容易！”

烈日下补路

湖南日报8月3日讯 (通讯员 刘
红艳) 继今年3月份第一期市场主体
诚信经营“红黑榜” 发布后，7月下
旬， 宁乡又发布了第二期市场主体
诚信经营“红黑榜”，57家单位（个
人）被列入黑榜。

宁乡县市场主体“红黑榜”是
围绕企业产品（食品、药械）质量、
经营状况、纳税人信用评价、环保
信用评级、建筑工程信用评级、农
民工工资发放情况等内容， 对全
县市场主体综合评价，形成“红黑
榜”，在县级媒体、网站进行发布，
并将评价结果运用到政府采购 、

工程招投标、国有土地出让、银行
贷款、 授予荣誉称号等工作中的
一项制度。旨在通过评选和发布，
进一步褒扬诚信、惩戒失信，推动
形成良好的社会舆论，营造“守信
光荣、失信可耻”的社会环境。

此次诚信“红黑榜”，是由宁乡
县政府办组织，县市监局牵头，县法
院、县人社局、县规建局、县国税局、
县环保局、县地税局、县经信局在前
期联审的基础上，共同发布的，共发
布87家单位(个人)信息。其中，30家
单位 (个人 )荣登红榜，57家单位 (个
人)则列入黑榜。

宁乡发布
市场主体诚信“红黑榜”
30家单位(个人)荣登红榜,57家上黑榜

湖南日报8月3日讯（通讯员 何
炳文 唐建干 何超）7月29日， 安仁
县大石国有林场投资800多万元新
建的“桃花岛”休闲观光景区内，100
多名干部职工忙着栽种3万多株桃
花树。 这里已修筑林区健身登山公
路4公里，完成造林万余亩，抚育山
林3万多亩。

安仁县大石国有林场管辖着
11万亩用材林， 有617名职工。为
实现转型发展，近年来，该林场按
照“经济用材林转变为生态公益
林”的要求，着力把林场打造成生
态旅游、 绿色发展景区和中草药
材 、特种养殖基地。同时，启动内
部机制改革，“因事设岗、 以岗定

责、精简机关、充实基层”，激发干
部职工干事创业热情。有100多名
职工选择停薪留职，离岗创业；有
142人走进基层 3个分场、8个公
益林管护站。 林场所辖洋际石门
口分场源山管护站曾长期人走站
空， 杂草丛生。 今年3月初以来，
新来的站长与 11个职工带着生
活、生产用具进驻 ，使 2.6万多亩
山林恢复了生机， 荒芜多年的60
多亩田土、水塘也种了菜、养了鱼。

安仁大石国有林场还依托熊峰
山、永乐江等生态资源优势，兴建了
铁索桥、登山道、休闲亭、观光台、餐
饮馆、农家乐等，发展旅游。今年上
半年，林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29%。

安仁大石林场变身生态景区

8月3日，养牛场内
一派繁忙。当天，湖南
日 报 社 精 准 扶 贫
点———怀化市鹤城区
凉亭坳乡枫木潭村养
牛场新增75头来自山
东的西门塔尔、夏洛莱
良种架子牛。

袁礼成 赵志高
摄影报道

贫困村来了
“致富牛”

湖南日报8月3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
讯员 任泽旺） 昨天， 江永县政府收到国
家工商总局颁发的15类“女书+图形” 商
标注册证书。

2014年1月， 江永县向国家工商总局

提交了15类“女书+图形” 商标的注册申
请。 2015年12月至2016年2月， 国家工商
总局先后为江永县注册了涉及服装、 旅
游、 教育、 食品、 纺织品、 化妆用具、 电
子产品等15类“女书+图形” 商标。

江永成功注册15类“女书+图形”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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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奖池：60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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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263 1040 27352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609 173 105357

0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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