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戴鹏 通讯员 王婷 黄雨阳

“马加冲组陈迪树，砖混结构295.44平方
米，砖木结构37.50平方米，简易70.20平方米，
共计拆迁房屋面积403.14平方米； 石子冲组
许铁光， 砖混结构328.02平方米， 砖木结构
87.99平方米，简易49.69平方米……”

12月2日下午，在株洲县南洲镇湘渌村村
务公开栏前，该村14户涉及“南洲新区2号道
路”项目建设，需要房屋拆迁的村民们仔细核
对着公开栏里公示的各家拆迁面积。

“现在这个公示栏比咱村以前的好多了，
有固定的位置，设计得也好看，很醒目，公布
的内容也很规范， 老百姓关注的事务一条一
条列出来，让人一看就明白。更重要的是让我
们感觉到村务更加透明了。你看，公示我们的
拆迁面积， 大家互相监督很公正公平吧。”村
党支部书记许银飞告诉记者， 村务公开栏就

设立在村部门口的进村主干道上， 往来的村
民查看公开信息很方便。

今年57岁的许再云曾是湘渌村的一名拆
迁“钉子户”，她家房子所在的地块去年因规
划建设环保科技园而需要拆迁。她告诉记者，
起初拆迁补偿沟通时，她并不信任工作人员，
担心他们会不公正公平，让自己的利益受损，
加上房子拆迁后不知道怎么安置等问题，她
迟迟不肯签订拆迁协议。

后来，随着环保科技园建设项目的情况介
绍、征收土地调查公告、面积统计图以及房屋拆
迁补偿安置政策等信息逐步在村务公开栏里
公开，许再云详细了解到自家房屋被拆迁的过
程，“补什么、怎么补、补多少、家人如何安置、房
屋合法性怎样认定”等信息后，终于解开了心里
的“疙瘩”，她不仅主动要求签订协议，还做起了
其他“钉子户”的思想工作。

许再云说：“以前以为村务公开栏是‘摆

看的’，没想到上面尽是些跟我们切身利益相
关的情况。拆迁后，村里把我们的协议又都公
布在公示栏里，让我们感觉到非常公正公平，
很阳光透明。”

据介绍，现在的湘渌村村务公开栏，是由
株洲县委组织部和县民政局去年统一制作
的。根据近日省里规范村务公开栏的要求，株
洲县出台了具体实施方案， 将更加明确村级
事务的公开程序、公开时间、公开形式和公开
内容等，并规定凡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群众关
注和群众要求公开的事务， 都要及时予以公
开，并将制定规范的事务公开目录。

“以前一张红纸就是我们村的村务公开
账，村民们看得不清楚也不舒服，现在站在这个
公开栏前感觉就不一样了，村民当场问，我当场
指着公开栏就能给他们解释得明明白白。”许银
飞告诉记者，下一步村务公开栏规范还会做一
点微调，将带给村民们更大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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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3日讯 （记者 熊远帆）
昨天，省博物馆新馆迎来开放后的首个周
末，尽管天气湿冷，仍然阻挡不了大批市
民参观的热情，而馆内15摄氏度左右的室
温让参观者感觉到舒适。作为国内首座应
用冷热电三联供技术的博物馆，为博物馆
核心区域提供能源的，是一座分布式能源
站。

在省博地下层的这座分布式能源站，记
者看到整套系统由两台燃气发电机和两台烟
气型溴化锂机组及水气管道组成。 负责项目
施工的远大空调有限公司副总黄曙光介绍，
系统通过利用天然气发电， 发电余热进一步
回收，用来制冷、供暖等，从而实现对能源的

梯级利用。 传统天然气发电时的能量利用率
约为38%，这套系统将剩余50%将进行余热利
用，为博物馆供热、供冷，一次能源综合利用
率可达80%以上。与常规供能系统比较，预计
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000吨，相当于
种树27.3万棵。

据了解，为保障文物安全，省博物馆
电力来源分3种，有常规电网输电、自有分
布式能源站供电， 以及一条紧急专用线
路。其中这条分布式能源站线路装机1600
千瓦，既能让博物馆在日常根据用电高低
峰自主选择电力来源，也能在停电时充当
应急电源， 保障博物馆2万平米核心区域
的能源供应。

村务公开栏背后的故事

不是“摆看的” 真是“没想到”

三湘时评

湖南日报12月3日讯（记者 王文）2018年
1月1日起， 长沙市所有新建小区报建时都要
提供电动汽车充电设施设计方案。 长沙市住
建委今天透露，《长沙市住宅区电动汽车充电
设施设计导则》（试行）（以下简称“导则”）即
将印发，将于2018年1月1日正式实施。“导则”
要求15%停车位要配建充电桩接入设施，其余
85%停车位预留充电桩安装条件。这是全国首
个住宅小区电动汽车充电设施设计导则。

据长沙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长
沙市自2017年3月正式着手“导则”起草工

作，长沙市住建委先后组织人员到北京、深
圳等一线城市调研， 了解住宅小区电动汽
车充电桩规划建设情况。 考虑长沙电动汽
车保有量、长沙市充电桩发展规划，同时结
合长沙实际情况， 最终确定了长沙市新建
住宅小区电动汽车充电设施配建指标。明
确新建住宅区所在停车位要考虑安装充电
设备设施，其中15%停车位需同步建设充电
设备设施。

“导则”指出，既有住宅停车位配建充电
设施宜结合电动汽车的充电需求和配电网现

状合理规划，分步实施。鼓励开发商在地面上
安装直流（快充）充电桩，以方便小区外来电
动车补电需求。省建筑设计院副总工程师、湖
南勘察设计大师孟焕平表示， 随着电动车保
有量不断增加， 住宅小区安装电动汽车充电
桩已势在必行。即将印发的“导则”解决了住
宅小区电动汽车充电桩指标怎么定、 变压器
容量怎么算、设计怎么做、设备怎么装、电怎
么供等5个关键问题， 设计理念适度超前，对
于长沙市乃至全省住宅小区实施充电桩安装
将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

湖南日报12月3日讯 （记者 郑旋）今
天，宁乡市成立大会举行，宁乡市委、市人
大常委会、市人民政府、市政协、市纪委正
式揭牌。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胡衡华
出席大会并揭牌。

多年来，宁乡统筹推进经济社会全面
发展， 县域经济综合实力显著提升。2016
年，宁乡完成GDP1098亿元，跻身全国百
强县第35位；到2017年，跃居全国百强县
第25位。随着开发开放、产业集聚、新型工
业化和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宁乡撤县
设市势在必行。

今年4月10日， 国家民政部批复同意
撤销宁乡县，设立县级宁乡市，以原宁乡

县的行政区域为宁乡市的行政区域。新设
立的宁乡市由湖南省直辖，长沙市代管。

“从县到市，一字之差，意味着新的起
点、新的机遇和新的征程，也意味着宁乡
的城市功能、空间格局和发展动力将得到
新的提升。”胡衡华在成立大会上要求，宁
乡市要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伟大旗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落实创新引领开放崛起的发
展战略，带着坚定的信心再出发，带着谋
划发展的新理念新格局再出发，带着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再出发，带着二次创业
的实干精神再出发，书写不愧于新时代的
发展新篇章。

宁乡正式撤县改市
胡衡华出席成立大会并揭牌

湖南日报12月3日讯 （记者 郑旋）12
月1日，在第32个国际志愿者日当天，我国
第一部《志愿服务条例》正式实施。11月30
日，湖南省庆祝《志愿服务条例》颁布实施
暨第32个国际志愿者日纪念活动在长沙
市开福区举行，全省志愿服务“四个100”
先进典型接受集体表彰。

此次表彰的先进典型包括杨德才等10
名最美志愿者，“雷锋号”青少年关爱家园等
10个最佳志愿服务项目，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志愿者之家等10个最佳志愿服务组织，以及
长沙市岳麓区梅溪湖街道办事处阳明山庄
社区等10个最美志愿服务社区。

一直以来， 全省贯彻落实中央文明委
《关于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的意见》， 各地
都在积极探索建立志愿服务常态化机制。
截至目前， 全省共有网络注册志愿者超过

940万人次， 注册志愿服务团队超过1.8万
个，涌现出周美玲、刘真茂、匡兵温琦华夫
妇等全国道德模范，18人获全国道德模范
提名奖，7人成为全国学雷锋标兵。

仅省会长沙， 实名注册志愿者就已突
破73万人， 志愿服务组织达900多家；“中
国好人榜”上榜155名，数量位居全国省会
城市第一名。今年，长沙通过创新开展“文
明从排队礼让开始”市民素质提升行动，有
效调动广大市民参与志愿服务的积极性，
进一步迈向“爱心之城”和“志愿者之城”。

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中央文明办
等部门2015年10月决定，在全国开展宣传
推选100个最美志愿者、100个最佳志愿服
务项目、100个最佳志愿服务组织、100个
最美志愿服务社区等志愿服务“四个100”
先进典型活动。

志愿服务“最美”“最佳”受表彰
全省网络注册志愿者超过940万人次

湖南日报12月3日讯 （记者 徐德荣
通讯员 文丽贵）今天上午，位于衡阳市南
岳区的南岳衡山道院隆重举行“道化天
下·德在人间” 方丈升座庆典活动，400多
位嘉宾和道教界人士共同见证全国政协
委员、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湖南省道教
协会会长黄至安晋升为南岳衡山道院方
丈。据悉，这也是我省道教界有史以来第
一次举行方丈升座活动。

道教作为我国的本土宗教，以《道德
经》五千言这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粹为经
典，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思想和绚丽多彩的
文化，积淀了福泽厚重的事业和灿烂悠久
的历史。道教自东汉末年传入南岳，至今

已有1700多年。千多年来，与南岳祭祀文
化、佛教文化、湖湘文化、抗战文化等相交
相融、和谐共进，并以世界独一无二的道、
佛“共存一山、共荣一庙”的宗教和谐特色
著称于世。

近年来， 南岳道教在黄至安的带领
下，筹资恢复宫观庙宇，开办了全国第一
所坤道学院，先后成功举办了第七届国际
道教学术研讨会、第二届国际道教论坛等
大型道教文化活动。 并积极参与助学、扶
贫、救灾等社会公益事业，在爱国爱教、人
才培育、弘法利生、慈悲济世、服务旅游等
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受到了教
内教外的广泛赞誉。

南岳衡山道院举行方丈升座活动
系我省道教界首次举行

全国首家应用冷热电三联供的博物馆
新湘博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000吨

湖南日报12月3日讯（记者 陈薇）中国
水墨与传统戏曲如何完美融合？今天，由湖
南省美协、长沙市文广新局主办的“戏墨雅
韵·水墨漫画艺术展” 在长沙简牍博物馆开
幕，展出的多幅作品向观众展现了湘戏与笔
墨结合的神韵。

此次展览以东方水墨为基础，描绘了湖
南戏曲“角儿”及本土民俗民风，共展出何立
伟、俞成林、刘谦、陈新、盛克森、左都建、罗
文中、陈安民、吴希等近30人的水墨画作品

80余幅，呈现了湖南近年来戏曲人物与水墨
漫画的丰硕成果。

开幕式上，来自湖南省京剧保护传承中
心与长沙市湘剧保护传承中心的戏曲演员
粉墨登场，以《铡美案》《牡丹亭》等一出出经
典剧目选段，将开幕式引向高潮。现场，主办
方还邀请近30组家庭体验脸谱勾画，近距离
感受戏曲与绘画融合的魅力。

据了解，此次“戏墨雅韵·水墨漫画艺
术展”，旨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水

墨漫画和当代图示诠释传统戏曲，把“戏
画”的文章做足、做透。值得一提的是，今
年1月成立的“湖南美协水墨漫画研究会”
在近一年的时间里， 组织了多场活动，如
赴保靖县吕洞山下乡写生采风，为希望小
学的孩子们送书籍文具；与湖南省京剧保
护传承中心的演员以及湖南的摄影家互
动，开展现场舞台写生、文化联谊活动；应
新丝路模特大赛组委会邀请，赴桃江县竹
海、浮邱山等地创作写生等。

“戏墨雅韵·水墨漫画艺术展”在长开幕

12月3日上午，戏曲演员在水墨漫画艺术展开幕式上为观众表演经典剧目选段。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15%停车位要配建充电桩接入设施
“长沙市住宅区充电设计导则”将于明年1月1日实施

周云武

12月3日， 宁乡市正式挂牌。 宁乡这
一千年古邑由此华丽蜕变。 这是继6年前
望城撤县改区后， 长沙市所辖地方更名的
又一大盛事。

一个称谓的变换， 一块招牌的更替，
意义远不在其本身。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 长沙核心城区由
原来的南、 北、 东区划分成芙蓉区、 天心
区、 雨花区、 开福区； 同时， 河西以岳麓山
为核心区域成立岳麓区， 俗称 “内五区”。

当年 “内五区 ” 挂牌成立的意义何
在？ 河东老城区迅猛发展不说， 整个长沙
的走势忽然由原来五一路为轴的南北扩
充， 变成了以湘江为轴的东西拓展。 犹记
当年 ， 河西居民把到河东来说成是 “进
城”； 每入夜晚， 河东虽华灯璀璨， 河西
却是黑灯瞎火， 发展远落后于河东。

西区变 “岳麓区” 后， 蛰伏的河西突
飞猛进； 以望城由县改区为契机， 偌大的
河西片区承载起省会城市由东向西跨越的
格局与大势！

这种格局发展的内在动力在哪里呢？
在于解决不平衡与不充分的渴望。

河西与河东， 发展不平衡； 而河西相
对于河东， 更加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更
加具有充分的施展余地。 不平衡就会有拉
动， 不充分就会有内需， 这就是动力， 这
就是机遇！

今天， 宁乡市的挂牌， 也是这种动力
和机遇使然。

在长沙的东西走向上， 向东， 浏阳市
已成立多年， 今年在全国县域经济排名中
已飙升到第9位； 向西， 成立宁乡市， 是
由另一种意义上的不平衡走向平衡的第一
步。 而且， 在长沙的经济版图上， 已然形
成明显的东西产业走廊 :浏阳经开区 、 长
沙经开区、 临空经济区、 马栏山文化产业
带、 长沙高新区、 宁乡经开区、 宁乡高新
区、 金玉工业集中区。 再往西， 益阳、 常
德的产业园区也在这条经济走廊上； 还往
西， 经张家界、 吉首， 可牵手重庆甚至更
广袤的地域。

由不平衡走向平衡， 由不充分逐渐趋
向充分， 不仅是省会市级战略， 更是省级
战略， 也是党的十九大确定的国家战略。

宁乡， 由 “县” 为 “市”， 绝非简单
的招牌之变。 祝福宁乡市， 踏上新征程，
实现新作为。

由“县”为“市”，非简单的招牌之变

湖南日报12月3日讯（记者 周月桂 通讯
员 林俊）2日晚21时48分， 一架载有2.6吨东
南亚海鲜的货运包机抵达长沙黄花国际机
场，这是我省首架进境货运包机，运载的鲜活
水产品包括南美白对虾、草虾、青蟹、笋壳鱼
等，共2606公斤。

飞机从越南胡志明市起飞，经3个小时抵
长。 这些鲜活水产品经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现场查验及抽样检测合格后， 于当晚快速
放行，由进口商分销至消费市场。

据介绍， 近年长沙机场口岸先后获批进
口冰鲜水产品、进口食用水生动物指定口岸，
因为没有货运航线，进口食用水生动物、冰鲜

水产品等只能采取客机带货的方式。 在客运
高峰时期， 经常发生运能饱和而致进口计划
落空的情况。

今年1至11月，长沙机场口岸共进口鲜活
水生动物19.8吨，数量远远无法满足省内市场
消费需求。 包机直航实现了鲜活水产品的大
批量直接进口，预计进口将大幅增加，也标志
着我省国际航空货运和临空经济发展进入到
新阶段。

据了解，目前每周执行2个包机航班，春节
前将加大进口量，每周执行4到6个包机航班。本
次包机航班的进口商为湖南环海渔业有限公
司，销售渠道主要为步步高、家润多、卜蜂莲花、

天虹、通程等。根据企业反馈，消费海鲜产品直接
进口有利于减少销售层级、降低零售价格。

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杨杰介绍，
为支持长沙发展国际货运航线、 服务鲜活水
产品进口，检验检疫部门实现了“三个快速”：
一是快速查验，提供24小时预约查验服务，确
保海鲜产品抵达后1小时内快速完成查验工
作；二是快速检测，对需要检测的产品，压缩
检测流程，加快检测速度，保障合格海鲜安全
供应市场，确保“舌尖上的安全”；三是快速放
行，给予进口海鲜绿色通道，做到随到随检、
边检边放，为运输和销售留出更多时间，全力
保障国际货运专线正常运行。

包机直航

2.6吨东南亚海鲜3小时抵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