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吴希
通讯员 张新嬿

“以后出门，上下坡不用担心摔
跤了。”日前记者在沅陵县望圣坡社
区采访时，50岁的李宏林指着门口
被水泥硬化了的陡坡说道。

当年依山而建的沅陵县城，城
区山包多、谷地多，社区基础设施没
跟上来，给群众出行带来极大不便。
2008年，沅陵县政府想群众之所想，
实施为民办实事的 “民心工程”，推
出背街小巷提质改造的 “双百工
程”：筹资100万元，实施100项社区
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方便百姓出行。

“社区首先对背街小巷摸底，上
报需要修缮的设施内容，然后核实、
造册，预算资金，统筹考虑。”咪子山
社区负责人告诉记者， 第一笔资金
筹集后一个月， 100米的咪子山路
硬化完成，为了纪念，当地居民还特
意在巷子口立下一块碑。

政府牵头，部门联动，也带动了
群众参与。居民在社区号召下，通过
投工投劳的方式，参与义务劳动。为
配合施工， 教场坪社区大池溶组的

退休干部周举桐， 主动将自家围墙
退让1.5米， 以便让路面硬化后，能
够供大型车辆开进社区中。“有的自
觉拆围墙棚子， 有的主动让出菜地
空地， 在居民与政府的一次次良性
互动中，增进了双方的信任。 ” “双
百工程”负责人杨国胜说。

背街小巷提质改造后， 百姓更
爱自己的家。 沅陵镇龙兴社区的刘
桂珍老人告诉记者， 退休后的她喜
欢傍晚前往龙舟广场跳健身操，以
前巷道里没有路灯，晚上漆黑一片，
路也是坑坑洼洼。自从 “双百工程”
实施以后，这里不仅铺上了水泥路，
还安装了路灯，晚上出行方便多了，
原本儿子要接她到长沙一起住，可
是她已经舍不得离开沅陵了。

到2011年8月底，“双百工程”凑
集资金400余万元，解决了百姓家门
口400件小事。完成了小巷道路硬化
120余条，累计安装路灯500余盏，下
水道、阅报栏、码头、围墙等一批基
础设施也得以修缮和完善。

记者在基层

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

小巷中的“民心工程”

雨花区赴深招商
大打“高铁经济”牌

本报10月12日讯 （记者 刘凌 ）
近日，长沙市雨花区大型招商团携41
个项目前往深圳招商。 引人注目的
是，雨花区此行将突出其华南最大的
高铁枢纽的区位优势，大打“高铁经
济”牌。目前，珠三角地区已有近百家
知名企业报名参加雨花区在深圳的
系列招商活动。

雨花区以长沙南站为核心，规划
建设了武广新城片区。此次赴深圳招
商， 推出了高铁枢纽国际商贸中心、
长沙国际企业中心等一批大型城市
综合体、工业地产项目。

常德加快空白乡镇
邮政局所补建

本报10月12日讯 （通讯员 谭令
记者 邹靖方）今天，记者从省邮政局
获悉，从今年3月份以来，常德市空白
乡镇局所补建工作呈现 “乘势加速、
后程发力”态势。截至10月上旬，常德
市待建局所已有51个动工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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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邵阳市 多云转小雨 19℃～24℃
湘潭市 小雨 19℃～22℃

张家界 小到中雨 18℃～21℃
吉首市 中到大雨 17℃～19℃
岳阳市 阵雨 18℃～21℃

常德市 小到中雨 18℃～20℃
益阳市 小雨 18℃～22℃

怀化市 阴转小到中雨 19℃～24℃
娄底市 多云转阵雨 17℃～24℃

衡阳市 小雨 19℃～23℃
郴州市 阴转阵雨 22℃～25℃

株洲市 阴转小雨 18℃～23℃
永州市 阴转小雨 20℃～25℃

9
长沙市
今天，阴有小雨，明天，阴转多云
北风 ２～３ 级 18℃～23℃

长沙市
今天，阴有小雨，明天，阴转多云
北风 ２～３ 级 18℃～23℃

本报10月12日讯（记者 邓明 白
培生 通讯员 尹振亮 李秉钧 李华
雄）“沉下身、沉下心、沉下力，切实转
变作风，融洽党群关系。 ”最近，嘉禾
县推行的“三沉”工作法引起中国浦
东干部学院浓厚兴趣，该院派调研组
前来总结推介。 省委常委、省委组织
部部长黄建国批示：“嘉禾的 ‘三沉’
法值得推介。 ”

信访居高不下、 干群关系紧张、
社会治安恶化，一度成为嘉禾县发展
的“绊脚石”。 去年以来，该县立足县
情，把推行“三沉”、推动干部扎根基
层服务群众定为“一把手工程”。为及
时了解社情民意， 县里出台了7条硬
性规定，包括要求县处级干部每月到
联系乡镇住宿2晚以上，重点调研1个
行政村的问题；乡镇主要负责人每月

重点调研2个行政村的问题； 驻村乡
镇干部每周在联系村住宿3晚以上 ；
县直机关负责人及工作人员每月至
少到联系村开展工作3天以上。

同时，嘉禾县要求干部下基层做
到“六个得”、“四个一”，真正融入群
众，即群众家里坐得下、粗茶淡饭吃
得进、水酒土酒喝得下、家长里短聊
得来、大事小事谈得拢、难题难事解

得开；写一份民情日记、送一张便民
联系卡、结一些“穷亲”、办一批实事。

目前，全县联乡包村的36名县处
级干部已先后下乡召开各类座谈会、
协调会316次，走访农户3458户，帮助
协调解决问题385个。 另有1000多名
县乡干部深入基层， 结 “穷亲”5600
户，办实事3846件 ，帮助群众解决问
题3950个。

本报10月12日讯 （通讯员 向民
贵 李媛媛 记者 张湘河）国庆刚过，
泸溪县兴隆场镇便人头攒动，火红的
玻璃椒吸引省内外大量客商前来抢
购，公路旁停满云南，河南、深圳等地
车牌号大货车，椒农们欢天喜地将辣
椒装上车。 据县有关部门介绍，泸溪
县今年种椒5.2万亩，干椒产量5100万
公斤，产值可达1.3亿元。

玻璃椒是泸溪县的一种优质干

椒， 因色泽鲜艳、 红亮透明而得名，
其果皮厚度和辣味适中， 口感极佳，
广受国内外消费者的青睐 ， 成为湖
南省出口干椒的主要品种。 近年来，
泸溪采取系列措施， 大力实施产业
富民战略， 因地制宜 ， 打造了辣椒
产业带 。 每年县级财政投入 150万
元， 省、 州各级财政投入及供销系
统扶持资金80万元 ， 并成立了由县
级领导任主任的辣椒产业办 ， 配备

技术人员， 制定了泸溪县辣椒技术
规范规程， 引导农民种植绿色无公
害玻璃椒。

通过以点带面 ， 科学种椒 ， 该
县辣椒先后获得无公害生产基地证
书和湖南省绿色食品A级证书， 被列
为国家标准化辣椒生产基地 。 该县
充分发挥辣椒专业合作社的带头作
用， 发挥椒农种椒经验的优势 ， 引
进了辣味适中 ， 口感鲜纯的 “301”、

“红牛博辣”等品种。泸溪还依托供销
联社的流通网络，将辣椒送至各地参
展、试售，形成了以巴斗山“玻璃椒”
为拳头产品的品牌效应，吸引了各地
客商。

泸溪目前已外销辣椒 600万公
斤。年售辣椒逾千吨的营销大户李作
喜向我们介绍，今年辣椒销售形势喜
人 ,不仅四川、贵州等省市向他催货，
还接到了台湾及泰国等地的订单。

通讯员 宋志标 邝琰 孙文静
本报记者 陈永刚

长沙市高新区消防大队自去年
推出“消防安全联防站”制度以来，紧
密依托园区190家企业传达室、 治安
巡防站， 建成了200多个消防安全联
防站。 国庆前夕，省委常委、长沙市委
书记陈润儿专程前往高新区视察安
全工作 ，对这种 “巡消一体 、治消一
体、保消一体”的 “防火墙 ”消防运作
的模式，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园区醒目的消防安全联防站标
志、齐全的消防应急救援设备 、拉网
式的消防安全活动的深入开展，构建
了一个和谐的防火安全网，创建了一
个全民关注消防的新局面 。 国庆之
后，记者前往湖南师大附中博才实验
中学 、佳宇环保 、湖南九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等处的消防安全联防站采
访， 感受到了该区的这种喜人变化。
高新区消防大队大队长黄立军、教导
员宋志标向记者介绍，高新区火灾数
量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87.6%， 财产
损失减少150多万元。

“在高新区 ，每个单位都设有这
样的联防站 ，分层 、分级进行消防安
全保卫工作，并且每个联防站内都配
备了消防战斗服 、水枪 、水带 、灭火
器、 强光灯等12种应急救援装备，统
一悬挂了消防安全制度牌。 ”黄立军

向记者介绍。 在湖南师大附中博才实
验中学的消防安全联防站，记者随机
采访了该校一位初一学生，该生不仅
知道不少消防安全知识，并能够准确
地说出学校防火器材所在位置，懂得
防火器材的使用方法。

高新区管委会投入100多万元，
支持园区消防安全联防站建设。 如今，
高新区已实现点、线、面全方位结合，
共同筑起了一道严密的园区 “防火
墙” 。 一是以 “消防安全联防站”为
点，结合园区单位传达室 、治安巡防
站来有效加强防火能力。 200多个联
防站遍布高新区各个单位 ， 相隔不
远，确保周边消防安全；二是以“巡逻
车”为线，建立流动联防站，为辖区内
20多辆警用巡逻车配备消防水枪、水
带、灭火器等装备 ，让他们在巡逻过
程中发现火情第一时间处置，形成防
火灭火新 “动脉 ”；三是动静结合 ，定
点、流动联防站共同发挥职能编织防
火安全网，点、线带面，全面保障园区
火灾形势稳定。

高新区消防大队设立的200多个
消防安全联防站，犹如一张巨网笼罩
了该区， 守护着全区的消防安全，打
造了一种消防治安防控新模式。 自消
防安全联防站建立以来，高新区火灾
形势一直保持着稳定安全的势头，未
发生一起较大以上火灾事故，未造成
任何人员伤亡。

吉首市市树定为丹桂
本报10月12日讯（记者 彭业忠

通讯员 黄立好）今天上午，吉首市第
八届人代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
审议通过， 决定将丹桂定为该市市
树，兰花定为该市市花，白鹭定为该
市市鸟。

今年7月，吉首市启动了市树、市
花、市鸟的征集和评选。 丹桂在该市
具有较长种植和生长历史，潕溪书院
的丹桂群已有几百年。兰花生长于深
谷，彰显“谷韵吉首”的城市品牌。 白
鹭在吉首的河谷湿地随处可见，深受
市民喜爱。

本报10月12日讯 （记者 李光
华 通讯员 曹龙 ）日前 ，中共雨湖
区委机关有史以来第一次为一个
基层党支部举行成立庆典———我
省第一个大学生村官党支部：雨湖

区大学生村官党支
部正式运行。

该区在全省率
先成立大学生村官
党支部 ， 为的是进

一步管理好 、服务好 、使用好大学
生村官这支队伍。 目前，该区有大
学生村官32名 ， 其中中共党员22
人 。 在支部成立大会上 ，按照 “海
选” 方法选举产生了第一届支委。

当选党支部书记的杨高，吉林大学
研究生毕业，2009年到长城乡繁荣
村任支部书记助理以来，充分借助
人脉资源，引进日本株式无土栽培
蔬菜、水果，受到当地干群的好评。

本报10月12日讯 （记者 陶小
爱 通讯员 邓利良 ）今天 ，随着金
仓珠宝大厦与雅福珠宝广场的动
工建设，中部顶级珠宝产业园将在
宁乡老粮仓镇崛起，湖南珠宝产业
零的突破自这里开始。

宁乡老粮仓是长沙产粮重地，在
唐朝开始就设官仓，故名老粮仓。 同
时， 这里也是金银首饰加工重地，早
在五代十国时期的小乌国时，老粮仓

雕刻印章打金银首饰店铺形成一条
街。 据不完全统计，现在老粮仓在全
国各地经营珠宝首饰的店铺7500余
家，从业人员近2万人，去年的销售收
入达200余亿元。 老粮仓与福建莆田
构成中国珠宝产业两大主力之一。

宁乡县与老粮仓党政领导挖
掘这一“宝矿”。 2010年10月，一个
规划1000亩的珠宝产业园规划出
台。 老粮仓在全国各地的珠宝经营

商闻讯，纷纷回家投资创业。 今年1
月29日， 老粮仓珠宝商会成立，除
一批老粮仓籍珠宝商落户外，拥有
50亿元资本的深圳雅福珠宝首饰
公司也在此投资1亿元， 创办雅福
大厦 、雅福银饰厂 、雅福礼盒包装
厂。 由小谭珠宝、张万福珠宝、名汇
达珠宝3家合资1亿元创办了集珠
宝首饰研发 、生产 、销售为一体的
生产基地———金仓投资。

军民共筑“防火墙”

本报10月12日讯 （记者 肖军 通
讯员 刘亚平）10月10日， 一处民房内
突然起火，房内发出孩子的啼哭声。 这
时， 路经此地的一名铁路民警破门进
去，将孩子救出，受到当地群众称赞。

10日下午2时许， 芷江火车站派出
所民警黄锐因工作途经芷江县城东壕
塘街3号时，发现一处平房起火，窗户冒
出滚滚浓烟，并传出小孩啼哭声，但大
门紧锁。 “不好，孩子危险！ ”危急关头，
黄锐迅速从周边住户处借来一根铁棍，
奋力将门撬开。 他不顾个人安危，只身

冲入屋内，将一个4岁的小男孩救出。因
为长时间被困，男孩已昏迷，黄锐又火
速将孩子送到医院救治。直到得知小男
孩已脱离生命危险， 黄锐才长舒一口
气。此时，他感觉浑身疼痛，原来身上的
衣服多处被烧烂，脸部、身上多处受伤。
孩子亲属闻讯赶来， 得知孩子平安无
事，含泪跪地感谢民警救命之恩。

据了解， 被救小孩的奶奶杨某，
下午外出时将孙子一个人锁在家中。
孩子玩火不慎酿成火灾，幸亏民警及
时救出。

民房突然起火 孩子屋内啼哭

铁路民警奋力破门救人

沉下身心力 融入群众中

嘉禾“三沉”工作法受欢迎

省州县财政扶持 打造辣椒产业带

泸溪红玻璃椒香飘海内外

■新闻集装

宁乡老粮仓崛起中部顶级珠宝园

雨湖区成立全省首个
大学生村官党支部

10 月 12
日，雕刻师在
用 墨 晶 石 加
工工艺品。 近
年来，洞口县
将 民 间 雕 刻
艺 人 组 织 起
来，利用墨晶
石 雕 刻 创 作
工艺品 ，使这
种有300多年
历 史 的 国 家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的 工 艺
得 以 发 扬 光
大，还促进了
当 地 经 济 的
发展。
滕治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