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7月17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欧阳朝夕 胡旋 卢望远 ） 近
日， 桂阳县黄沙坪街道周台村村民彭
慧芳在家打开电脑， 登陆“桂阳农村
廉政信息网”， 查询农村低保花名册
后说： “这都是实实在在的低保户，
没‘掺假’。”

近年来， 桂阳结合新农村建设，
大力开展“数字农村” 建设。 他们从
群众最关心的信息公开入手， 先后在
全县26个乡镇507个村 （社区）， 开通

了“农村廉政信息网”、 “农村集体
‘三资’ 业务信息网”、 “阳光移动民
生信息服务平台”、 “三农信息互动
平台” 等4大信息平台， 让农民足不
出户， 就能看到各类信息。

其中， “农村廉政信息网” 动态
发布农村政务、 财务、 惠农政策等12
个方面的信息。 同时， 依托县政府电
子政务网， 建立了“农村集体‘三
资’ （资金、 资产、 土地资源） 业务
信息网”， 将村、 组账全部纳入网络

管理。 目前该平台累计实现网络报账
3656笔， 杜绝不合理开支2530.62万
元。 “阳光移动民生信息服务平台”
下设“惠农补贴”、 “幸福养老”、
“平安医疗” 3个子平台， 将惠农补贴
标准和发放金额、 养老保险和医保个
人账户变动等免费发至居民
手机。

该县还打造了“三农信
息互动平台”， 并免费向农户
派送 10万台 3G农博智能手

机， 让农民随时随地通过互动平台咨
询“三农” 问题， 发布农产品等信息。
去年来， 该平台共收集更新数据1.2万
条， 发布各种农经信息1万余条， 涉
及农产品200多种， 成交金额达5000
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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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多云转晴 26℃～35℃
湘潭市 多云 27℃～36℃
株洲市 多云 27℃～36℃

长沙市 今天到明天多云
南风 ２~3 级 29℃～35℃

张家界 多云 27℃～35℃

永州市 多云 27℃～35℃
衡阳市 多云 28℃～37℃
郴州市 多云 2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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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阳市 阵雨转多云 28℃～35℃
怀化市 多云 27℃～35℃
娄底市 多云 27℃～34℃

吉首市 多云 25℃～34℃
岳阳市 多云 29℃～35℃
常德市 多云 27℃～35℃

本报7月17日讯 （记者 陶小爱
通讯员 张建良 邓利良 陶芳芳 ）日
前， 记者踏进宁乡县老粮仓珠宝创意
产业园， 只见这里机声隆隆， 车水马
龙。 随着雅福银饰、 世豪金饰相继投
产，昔日“粮仓”正崛起千亿珠宝产业
龙！

宁乡西部偏远山区， 因唐代朝廷
在此建仓囤积官粮而成天下闻名的

“粮仓”。 稻谷加稻草的经济模式下，乡
财政收入一年仅几十万元。 在经济转
型升级中， 宁乡的决策者看到了一个
“宝藏”———首饰加工的技术与营销网
络。 宋代起，老粮仓就兴起印章雕刻工
艺，“章子客”跑遍全国各地。 改革开放
后，“章子客” 成为金银珠宝加工批发
商。 目前，全国各地从事珠宝批发、销
售终端的4万多人中， 老粮仓人占据2

万之众； 老粮仓人在全国各地开设的
珠宝店、商场柜台多达6800家，遍布全
国2000多个县市。

2011年， 老粮仓镇党政班子突破
传统思维， 因势利导， 打造中部唯一
的珠宝产业加工基地———老粮仓珠宝
产业园， 产业园规划用地1000亩， 先
后13家企业签约入园。 今年4月18日
投产的雅福银饰， 第一个月创出产值

600多万元； 5月12日投产的世豪金
饰， 月加工黄金300公斤。 “粮仓”
变“金仓”， “寸土” 创“千金”！

如今， 老粮仓珠宝产业园已纳入
国家经济开发区———宁乡经开区旗
下， 一个年产值过千亿、 创税过亿元
的产业园正悄然成形。 老粮仓珠宝遍
销全国各地， 还漂洋过海远销俄罗
斯、 蒙古、 马来西亚等世界多地。

通讯员 张国科 刘开奉

她没有双腿， 却一路坚强前
行； 她不是福利院的正式员工，
却自愿成为 138个孩子的“妈
妈”。 因为常年需要借助板凳行
走， 她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板凳
妈妈”。 她就是许月华， 湘潭市
社会福利院的一名共产党员。

赖明智是“板凳妈妈”唯一的
儿子。 2010年，许月华鼓励儿子
从军报国，当时在莲城大地传为佳
话。聪明懂事的赖明智在部队服役
期间时刻铭记母亲的教诲，如今已
成长为沈阳军区某部一名优秀士
官，今年还光荣当选为共青团第十
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去年，湘潭市征兵办把“板凳
妈妈” 的励志故事作为征兵宣传
的典型教材，通过发倡议信、播专
题片、印宣传画等办法，激发青年
的参军热， 许多应征青年一下子
成了“板凳妈妈”的粉丝，听着她

的故事走进了军营。
当选为全国道德模范， 尤其

是送子当兵的故事传开后， 许月
华的知名度更高了。 今年征兵工
作展开后， 湘潭市特聘请她担任
全市征兵宣传形象大使。 许月华
立即表示： “一定尽好这份责
任！” 她认为， 鼓励更多的优秀
青年参军入伍是实现强军梦强国
梦的坚实基础。 于是， 在今年征
兵报名首日的7月10日一大早，
许月华就在丈夫的陪同下来到湘
潭市岳塘区征兵报名现场， 她要
为怀揣从军报国梦的热血青年加
油鼓劲。

“板凳妈妈”的拥军情，助推
了红色热土的应征报名热潮。 今
年征兵工作开展以来， 湘潭市已
经通过体格检查的10000多名预
征对象和家长到各乡镇（街道）人
武部递交了入伍申请书， 许多家
长还同时交上承诺书， 承诺全力
支持孩子安心服役，报效国家。

本报 7月 17日讯 （通 讯员
汤金平 潘明智 ） 芷江侗族自治
县罗旧镇一名侗族军属与乡邻发
生土地纠纷， 一直未达成协议，
在该乡涉军维权服务工作站多次
上门调解后， 双方近日终于在调
解协议书上签字， 纠纷得以圆满
解决。

近年来， 针对军人军属涉法
问题日益突出， 芷江专门成立了
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领导小
组， 建立了涉军维权法庭、 法律

援助中心、 法律咨询站， 并在全
县28个乡镇设立了涉军维权服务
工作站， 确保无论是国防利益、
军人军属人身损害赔偿等重大涉
法问题， 还是一些诸如邻里、 宅
基地纠纷之类的小纠纷， 都有人
管、 有人问、 有人帮。

截至目前， 该县共发放维权
宣传资料2000多份， 接待军人军
属来电、来信、来访80余次，解答
法律咨询70余件， 受理协调解决
各类军人、军属维权案件15件。

本报 7月 17日讯 （记者 陈永刚
通讯员 黄欢）细心的市民王先生今天
发现， 长沙市芙蓉中路湘雅医院南侧
一栋6层楼酒店楼顶上原有的近4层楼
高的广告牌，今天不见了踪影。

今天凌晨， 开福区组织城管执法
队员、工作人员300余人，在长沙市城
管局的指导下， 对该处的巨型违章广
告牌进行了依法拆除。 为尽量减小拆
除作业对芙蓉路这段交通主动脉的通
行影响， 执法人员选择在交通流量最
小的时候开始施工作业， 并对拆除现
场周围的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实行了
警戒。 记者了解到， 这组广告牌高12
米、总长度过90米，分东、南、北三面设
置在酒店楼顶， 其中北面是三面翻广
告位， 总广告发布面积达1100平方米

左右。
长沙市城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该组广告于2007年设置， 发布单位为
众益传媒，不仅相关审批手续不全、与
城市整体规划不符， 而且设施已严重
老化、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近日来，执
法人员多次与广告发布单位进行沟通
希望其自行整改，但其置若罔闻，且有
不明身份的人员阻挠执法。 而与此形
成鲜明对比的是， 其他广告发布单位
或所有权单位如新闻大厦、省科协、省
邮储、省煤炭公司海润广告等，对此次

开展的城市环境综合整治行动十分配
合，纷纷主动进行了整改和自拆。 自7
月以来，开福区芙蓉中路、营盘路上已
有8处巨型违章户外广告被整治拆除，
市容面貌焕然一新。

“2002年发布的《长沙市城市户外
广告管理实施办法》、2010年
发布的《长沙市户外广告设置
管理办法》均规定，户外广告设
置必须由规划、城管、工商等部
门审核、监管其设置、规格、外
观、资质、内容等，且其设置期

限不能超过3年。 ”湖南环海律师事务
所颜忠军律师介绍。

开福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城市公
共空间是公共资源， 是全体市民的共
享空间，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经依法授
权，不得擅自占有或利用。

本报记者 李寒露
通讯员 邱卉

“最近， 网上不少帖子反映
手机垃圾短信严重干扰生活， 也
为企业不正当竞争提供了土壤，
请问工商局， 你们是怎样处理
的？” 7月15日下午， 在常德工商
局的会议室里， 网民“胡扯” 用
带着“火药味” 的语言， 直言不
讳地发问。 这是一次由工商部门
组织的网友座谈会。

“今天邀请大家来， 就是为
了查问题， 找不足， 听‘带刺’
的话， 希望各位网友直截了当提
出真知灼见， 市工商局欢迎大家

‘拍砖’， 绝不回避。” 常德市工
商局党组书记、 局长胡祖国真挚
坦诚的话语， 顿时拉近了与网友
们的距离。

接着网友“胡扯” 的“发
难”， 网友“观众” 尖锐地提出
该市部分群众对几家餐饮店的食
品安全存在顾虑； 网友“西岭
雪” 则直言全市广告市场监管缺
乏力度； 网友“白狼” 则从加强

内部管理、 提高网帖回复质量、
增加执法透明度等方面向工商部
门提出了中肯的建议。 此外， 网
友还就年检收费、 工商打假、 消
费维权等方面提出了疑问。 面对
近3个小时的“质疑”， 胡祖国带
领该局相关科室的负责人一一微
笑解答。

座谈会上， 除了网友的“发
难”， 也有网友在聆听解答后的
恍然大悟和频频赞赏， 会场不时
爆发出轻松愉悦的笑声。 网友

“快活林”说：“常德工商能有勇气
邀请网民代表面对面交流， 接受
批评， 就如同他们所做的工作一
样， 值得肯定”。

“网络的虚拟与真实并存，
网民也是人民群众， 网民在网上
反映的诉求涉及生产生活的方方
面面， 是现实社会的真实反映。
我们将把网友们的意见好好梳
理， 加强整改， 我们也将一如既
往地主动对接网络， 及时跟帖回
复， 时时回应网民诉求与呼声。”
挥手送别网友， 胡祖国郑重地对
该局12315指挥中心的干部说。

衡阳县1500个
文艺节目乐遍城乡

本报7月17日讯 （记者 朱章安 通讯员
阳精华 刘魁春）7月15日晚，衡阳县槐花
市民广场灯火通明，歌声嘹亮。“欢乐潇
湘·和风衡州·幸福蒸阳” 大型群众文艺
大赛，在这里隆重举行。

衡阳县“欢乐潇湘·和风衡州·幸福
蒸阳”大型群众文艺汇演活动自今年4月
启动以来，全县26个乡镇892个村，44个
社区，13个机关，36个社团组织比、 学、
赶、超，参赛节目达1500个，群众演员2
万余人，其中最大的87岁，最小的3岁，观
众达20万人次。

衡阳县委常委、 宣传部长杨秋良介
绍，参加大赛的20个节目都是经过海选
推出的有特色、有亮点、上水平的优质节
目。 这些节目由群众自编自演， 原汁原
味，内容涵括了歌舞、快板、武术、小品、
杂技以及美术等多种表演形式， 既不失
传统，又独具创新，且灵活多样，深受群
众喜爱。

宁乡“老粮仓”变身珠宝城

桂阳 网络托起“数字农村”

“板凳妈妈”当起“征兵大使”

芷江全力为军人军属维权

工商请网民当面“拍砖”

◎责任编辑 李军 版式编辑 李妍◎

开福区拆除8处巨型违章广告

7月17日，长沙市天心区长坡社区联合天天乐幸福养老公司，共同举办“关爱老人从我做起·温情夏日”爱心志愿活动，给
老人们建立健康档案，并送上防暑降温物资和生活必需品。 本报记者 刘尚文 通讯员 曾向东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