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012-
%&.34567283459:;<=5>?@%&.
ABCDE>FGHIJK%&.345LMNOPQ
2RSTUVWIJX2Y

ZW[#%&./\12]^_2`3abc345
defghij345kMNOPQ2lm`Y 3abn
ohPQ2pRqrs>t345kMuvwxhyz{
|A}K~X��s{|F��>t�X� PQ2IJ
fh �����345����s�������67h
�������������������h���� 
¡�Muv¢£¤¥¦§�¨©sª�h����«2�
MNOm*K�¬s���

Zh®¯2°K±²³´µ¶·K3¸¹º�»¼3
45e½Kfg8¾m34567K�¿hÀ�ÁPQ2¬
�KÂ*Ãs�Ä�½ !#$Å�� !!"""##$%&#

!"#$%&'()*+,-.

!! ! !! "# $%&'()*+,-./01234
"#$5 *67 *+ !%&$ !89:;<=>?@ '$()* A
B7=CDE (+,7FGHIJIKLM

NOPQRSTUSVWSXYSZ[\]^_ &( `
abcde!fVJI>?ghM ijkl7 NOm'
&$ !n!:;o=>?@ '"-* AB7p &%&$ !qr8
9:;o=>?@ .$(-/ AB7o=>?stu /00-' v
wxyM z{|{}~_E�NO����7� + !��
" !�7��>?@�� + AB7��!��E���>
?���pNO���]��'� &$ !����>?�
@��AB��� ¡>M ¢£¤¥¦§_r�bdNO
����ab( /$ �¨©ª«� �¬® /0 vB�¯
°±�]>���M

&& !²�NO³m(´ab��¡>�«µ¶·¸¹
´]_NOº»W]�¼ (1(½¤¾� ¿"¼À¤¾ ( Á
ÂÃJÄ?Å�:;ÆÇ�@ +ABM NOPÈY_ÉÊ
`abËÌÍ��¿"Î:; 0-0ABÆÇ�@M Ï+Ð
l�ÑÒ Ó�ÔÕÖ×SØ]}SÙÚÛS�ÜÝÞ_ßà
áâã_ä>åà�æPçè_^é{ê�ëì_>?í
îMpNOm'ïÑÓ�zðñòó�ó�ôE�õö�÷
øJùõöcú��óû/M !!"" ##$%&#

!" !" #$%&' #"" ()
!"#$%&'()*+,-

!! ! " "# $%&'()*+,-. #$!% /0+
123456# 789:;<=>?@AB+CDEF
GHIJKLMNOPQRS TUVW+XYZ[H&'
()*+,-\]^F>_+C`ab7c _defg
hij;klHmn;opH]qr'stuvwcxy
&'+,z{|}S

~�F����AB &'( ���J�������
����K )$ ��H�$%����H�&'T���
;+�S �&'()*+,-.Za;u)��H�� 
Lu}+,¡¢;£¤S ¥

�¦§¨u©ªc��«¬H{7{�;�+�Ta
®S �mn¯°±²;³´c()*µ¶;OPH·¸
M¹;º»¼½H _&'()*+,-.¾9 °¿À
ÁÂÃÄF+�;¨u+,�¡¢S ¥ÅÆÇYÈÉÊË
ÌÍ�HÎT^ÏÐÑ&'()*+,-\;4ÒÓÔS

ÕÖ�&'×ØÙ¢��;&'()*+,-\H
¦§()*µ¶;MÚOPH]xy&'+,z{|}H
Û]ÜÝ¬%Þ ;+,vwS nßH&'()*+,-
\0+àá�âO¼ãäå´H()*+,æ %$*+$$ k
Ëçèéæê !! ! !) " ,-. ëìí]îïS !!""

!!!!"#$%&'()*+,&

ÈðWñHòóxyôõ�ö÷HøùúûS ++ ! ++
"Hü /$+% /¡~ý¬%þòópÿ!"#$2��H%
&�'�øùõ�o()*¥a¬%¡+,-õY.�/
3456S 0}y1c2C3f4567øùõ�o(¼
89:;WÍ<=>?H�Þ²Èð@,õ�ABCDS

E')*FGHIJ¬%¡+,Kõ LMNOY
ÈÉPøQ<RH)*Þ\H<?ST·�UÖ�²Võ
�o(9Wñ;WÚc õ�XY ;Z[\¿�]^H_
`aVVñøùõ�o(;ÆÒäb4ÒäHcd~eø
ùõ�;®ï¼8fgHhijklmnaõ�Z[¡;
Xoô9p_`Løùõ�;o(:;b�qrsHc7
øùõ�o(tu¡;vwx94y=â6L9pjkS

Vñøùõ�o(H z^Þ²vwó{òópÿaõ
�o(;®ïXoHÛ^|}c~|��õ�Wñ¿½;4
Ò��S¬%¡+,Kõ��¬��Í�Há�¡~+�9
%&�c¬%u�áDo;~C},-@,�³H¬%¡+
,-õ]��~Cûâ����¥bøù¨uo(;���
��H�Áø¿;�q���cøù�,K@,õb�q¨
u��Sop�H]p�¡.³���c�MHa9~�Y�
�b��½;,K@,�³S !#$" #%&'(#

!"#$%&'()*+,-./01234
!!!-./0"12345678#9:;<

邵阳市 小雨 9℃～13℃
湘潭市 阴 11℃～14℃

张家界 小雨转阴 10℃～14℃
吉首市 阴 9℃～13℃
岳阳市 小雨转阵雨 8℃～10℃

常德市 阴 9℃～13℃
益阳市 阴 10℃～12℃

怀化市 阴转小雨 9℃～13℃
娄底市 多云转阴 10℃～13℃

衡阳市 小雨 10℃～12℃
郴州市 小雨 10℃～13℃

株洲市 小雨转阵雨 8℃～12℃
永州市 小雨 11℃～14℃

长沙市
今天,有小雨，明天,小雨转阴天
北风 ２~3 级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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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11月 12日讯 （记者 唐善理
刘跃兵 通讯员 王再兴 ） 11月5日晚，
江永县法院每周一次的“法官讲坛” 正
在进行， 讲坛由干部职工轮流授课。 该
院坚持以学习推动工作、 以工作检验学
习， 提高量刑准确性和工作效率， 先后
4次被评为“省先进集体”。 这是永州市
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工作中的一个镜头。

该市推动学习制度化建设， 将建设
学习型党组织纳入各级各部门日常考核
和年终奖罚， 作为干部提拔使用的重要
依据。 该市创建机关、 学校、 企业、 社
区、 农村学习型党组织， 评选全市十佳
学习型示范点、 党组织、 领导干部、 党
员， 组织党的十八大知识竞赛、 书香永
州征文竞赛、 书记讲党课竞赛、 “中国

梦” 主题宣讲等活动， 推动广大党员干
部养成自我学习的良好习惯。 今年， 该
市近10万党员干部参加了十八大理论知
识考试， 党员参考率在90%以上。 汇集
50多名专家学者的“潇湘讲坛”， 以贴
近群众、 通俗易懂的方式宣讲党的理
论， 指导群众日常工作学习， 在全市营
造出“重学习、 比学习、 强素质” 的良

好氛围。
该市始终把以学促用、 学以致用作

为检验学习效果的根本标准， 推动学习
转化成为创新的动力。 特别是市“四大
家” 领导每次学习的情况都向社会公
布， 并深入社区、 村组、 工矿企业与群
众面对面交流学习心得， 听取群众的意
见和建议。

本报记者 向国生 廖声田
通讯员 黎治国

“其他方面自认为做得
够好了，就因小狗乱拖乱咬，
两个包装袋撒落到溪沟里，
上月竟被评为‘环境最差
户’。”11月10日，在桑植县偏
远的淋溪河白族乡张家铺
村， 记者看见村民冯伯轩的
木楼前后干净整洁， 树木葱
郁， 前面坎下的小溪清澈见
底， 流水潺潺。 老冯告诉记
者，乡里每月一次“文明卫生
家庭”评比，让大伙有了自觉
保护乡村环境的意识， 上个
月“最差”被罚50元应该，这
个月发誓要成为“最好”，把
罚款“挣”回来。

淋溪河白族乡位于澧水
最大支流溇水的上游， 这是
记者时隔两年再次来到这
里，昔日“垃圾满河荡，灰尘
满街飘”的景象已荡然无存。
同行的乡党委书记彭勇介
绍，以“不比房大比干净”为
主题，推进“城乡同治”，乡里
连续两年开展卫生文明评
比，换来乡容村貌清洁美丽。

“外出打工挣钱了以往
就修房，互相攀比，一家比一

家修得大， 基建和生活垃圾
到处是。 ”接过话头，张家铺
村支部书记熊龙尊告诉记
者，房子修得大，就留守老人
和儿童住，不好搞卫生，现在
大家有钱了，观念改变了，不
比房大，比干净！ 大家都把原
有的木楼小房环境打理好，
比谁家的鸟语花香， 谁家的
景色怡人，“干净整洁， 住起
来舒服。 ”

张家铺村已经连续5个
月被评为乡里的“文明卫生
单位”，2012年还被张家界市
评为“全市卫生先进村”。 村
主任刘兴毕自豪地说， 通过
比“干净”，村委会每月得奖
金几百元， 年底考核得上千
元， 特别是在集镇一张榜公
布，村民脸上都有光。

走在淋溪河集镇， 一排
排吊脚楼沿河而建， 错落有
致，宁静优美。 不到30分钟，
记者绕集镇一周， 只见家家
户户门前洁净无尘， 屋后清
流碧绿， 码头边一群农家妇
女边洗衣裳边说笑。 开餐馆
的刘大姐介绍，互相监督，谁
家往大街上或者溇水河里丢
垃圾，月底绝对是“环境最差
户”，跑都跑不掉。

本报11月12日讯 （通讯员 吴涛
曾菲 记者 李秉钧）“宜章县对流动人口
管理做出了大胆、 有益的尝试， 取得了
良好的效果。” 近日， 郴州市综治委流
动人口管理工作检查组在宜章明查暗访
时， 对该县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的成
效给予充分肯定。

宜章县地处湖南、 广东两省交界
处， 人口流量大， 地域复杂， 有5万多
名流动人口在当地经商、 务工、 生活。
今年， 该县在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中

积极探索， 强化出租房屋管理， 变“坐
等被动服务” 为“登门主动服务”， 让
流动人口在宜章有了归宿感、 多了安全
感。 他们以流动人口暂住处所为切入
口， 对公有和私有出租给他人居住和使
用的房屋进行全面清理检查， 重点清查
了城郊结合部、 商业区、 宾馆旅社、 建
筑工地、 休闲娱乐场所等流动人口聚居
复杂场所， 澄清了流动人口底数， 使流
动人口录入准确率和更新率达100%。
同时， 通过清查， 该县公安机关抓获违

法犯罪嫌疑人18名， 其中抓获逃犯3名，
消除了社会治安隐患。

针对摸底调查掌握的情况， 该县公
安部门建立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长效机
制，形成“三管齐下”（以业管人、以房管
人、以证管人）的流动人口服务管
理大格局， 实施了入学、 就业、计
生、经商等一系列流动人口优惠政
策，让身处异乡的流动人口感受到
“同是一家人”的浓浓情谊。 为服务
流动人口办证， 他们简化程序，多

次开展上门服务活动，获得群众好评。 刚
到宜章没多久的广东籍姑娘黄春霞乐呵
呵地说：“在宜章办居住证既简单又快，
凭着这个， 我很快在一家酒店找到了工
作。 ”

记者�� ��在基层

“不比房大，比干净！”

恶劣天气导致棉花减产、品质降低

益阳棉农很“受伤”
本报11月12日讯 （记者 杨军 通讯员 蔡立平

周益芳）11月5日，沅江市南大膳镇众兴村张子学种的
7亩棉花采摘完堆在家里， 今年棉花亩产约120公斤，
比去年减产六成。他忧心忡忡地说：“现在1公斤籽棉卖
不到6块钱，卖掉舍不得，不卖又担心发霉。 ”

地处南洞庭平原的益阳市是我省棉花主产区之
一，今年共种植了70.3万亩棉花。今年七八月份遭受严
重旱情，九月份又出现了连续阴雨天气，导致棉花大幅
减产，品质降低。 据益阳市供销社统计，今年该市棉花
每亩单产最低的仅80公斤，最高的也就130公斤，而去
年平均亩产为270公斤。 籽棉收购价由去年每公斤8元
降到今年的6元。 而请人代摘棉花的工钱约合每公斤
2.4元，一些棉农宁愿让棉花烂在田里。

“受伤”的不止是棉农。 南县明华轧花厂收购籽棉
加工， 因籽棉品质较低， 生产出来的260吨皮棉约有
20%达不到收储要求，成本过大，生产线被迫停工。 益
阳银源棉麻公司索性不收购棉花而收购水稻， 厂区成
了晒谷坪。

据益阳市纤维检验监督管理局统计，全市共有11
家符合收储条件的400型棉花加工企业， 目前收购棉
花约7000吨，送检1100吨，比去年少了50%。 由于本地
棉花品质达不到收储条件，本地企业收购的棉花近9成
是外地棉，大多来自湖北、山东等地。

本报11月12日讯 （记者 戴勤
蒋剑平 通讯员 阳望春） 近日，在
2013年中国体育文化·体育旅游博
览会上，城步龙舞、苗拳、打禾鸡3个
项目一路过关斩将， 通过了全国体
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推广认
证， 进入国家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

城步各族人民历来崇尚体育，

因地制宜、 因陋就简创造出许多融
竞技、娱乐、教育和观赏于一体的民
族体育项目。近年来，县里每年投入
民族体育的资金以20%的速度递
增，先后在县一中、二中、三中及职
业中专、长安营乡大寨村、丹口镇桃
林村，建立了板鞋、秋千、陀螺、射
弩、高脚马、抢花炮等民族传统体育
项目训练基地， 修建了民族传统体

育文化墙， 每年还选送5至8名优秀
体育人才到省及邵阳市参加训练，
有力推动了民族体育事业蓬勃发
展。城步苗拳、打禾鸡、挤油尖、板凳
舞等先后获得全国民运会金奖；城
步吊龙成功列入了国家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名录，并应邀参加了2010
年上海世博会湖南馆展演， 并以
38.8米长度创大世界基尼斯纪录。

本报11月12日讯 （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胡云霞 彭招荣） 记者今天
从农发行岳阳市分行获悉， 该行各
项贷款余额达101.43亿元， 首次突
破百亿元大关； 今年新增贷款近13
亿元，全部用于粮棉油收储，发挥了

农业政策性金融支农作用。
近年来，该行不断加大信贷支农

力度，大力发展以粮棉油收储、加工、
流通为重点的全产业链信贷业务，仅
今年，就支持收储企业从当地农民手
中收购粮食4亿公斤、籽棉45万担、油

脂11万吨， 确保农民实现了增产增
收。 以支持新农村建设和水利建设为
重点，不断拓展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中
长期信贷业务，累计发放贷款40多亿
元，支持治水、兴港、修路和农民集中
住房改造等重点建设项目33个。

本报11月12日讯 （记者
李寒露 通讯员 李进 林宏）
11月12日， 汉寿县大南湖乡
种粮大户张昌元在县农业综
合开发办扶持下， 投资30多
万元， 开工建设两座排灌机
埠。 今秋以来， 汉寿县已开
工各类水利工程4700多处，
移动土石方320.3万立方米，
累计投入资金2.1亿元。

汉寿县以今年旱灾中暴
露出来的水利设施短板为重
点， 分项目、 到乡村， 规划
出4700多处山塘、 渠道、 机
埠等水利建设工程， 按照防

汛责任分工， 由县级领导联
点督导乡镇水利建设。 同
时， 积极筹措水利建设资
金。 县财政安排800万元专
项奖励资金， 按每口2万元
的标准， 对400口重点骨干
山塘整修加固工程实施以奖
代投。 各乡镇通过争取能人
赞助、 资源换取投入、 发动
群众自筹等方式， 多方筹资
融资。 汉寿县现已整修山塘
1320口， 可增加蓄水300万
立方米， 增加灌溉面积1万
多亩、 改善灌溉面积5万多
亩。

汉寿多途径筹资修水利

本报11月12日讯 （记者
王文隆 姚学文）记者今天从
长沙市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提
质改造现场观摩推进会获
悉， 该市决定从2013年开
始， 用3年时间对全市450所
相对薄弱的义务教育学校进
行提质改造， 预计投入8亿
多元， 彻底缩小全市城乡义
务教育阶段学校差距， 实现
均衡教育。

长沙市教育局副局长李
枫介绍， 2013年， 长沙计划
改造薄弱学校180所， 实际

提质改造学校达193所， 实
施子项目达836个， 计划投
入项目资金3.4亿元。 截止
10月底， 已完成投资2.95亿
元。 针对薄弱学校普遍存在
教师短缺， 教师专业结构不
合理， 教师专业不对口等问
题， 长沙市将加大教师引进
力度。 同时， 建立和完善区
域内教师交流任教机制， 重
点建立健全区域内骨干教师
巡回授课、 紧缺专业教师流
动教学、 城镇教师到薄弱学
校任教服务期等制度。

长沙将投8亿余元改造450所学校

岳阳农发行百亿贷款支农

本报11月12日讯 （记者 朱章安 通讯员 文丽贵） 记
者最近从南岳区人民政府获悉， 为切实保护南岳衡山
森林资源、 文化资源、 生态环境， 规范中心景区宗教
旅游场所的燃香活动， 进一步提升南岳旅游形象， 自
2013年12月1日起， 进入中心景区宗教旅游场所敬香
使用线香， 禁止焚化拜香、 香包、 蜡烛及燃放鞭炮。

此次规范宗教旅游场所燃香活动适用于山上门
票范围内核心景区， 敬香所用线香尺寸控制在直
径≤0.5cm， 长度≤40cm。 自2013年12月1日起 ，
中心景区各宗教旅游场所、 宾馆、 农家乐以及香炮
摊点经营的拜香、 香包、 蜡烛等焚化品全部下架禁
售； 中心景区各宗教旅游场所为敬香游客提供免费
线香。 中心景区内各宗教旅游场所供游 （香） 客焚
化拜香、 香包的室外香炉在2013年11月30日前将全
部拆除完毕， 同时设立线香敬香点。

本报11月12日讯 (通讯员
谢古 邓剑峰 记者 李秉钧 )
近日，在江苏张家港市举办的
第五届中国戏剧奖·小戏小品
奖大赛上，资兴市花鼓戏剧团

和郴州市艺术研究所联合选
送的花鼓戏《老四维稳》，获得
中国戏剧奖·小戏小品奖优秀
剧目奖。这是我省这次唯一参
赛并获奖的剧目。

城步龙舞、苗拳、打禾鸡

进入国家体育非遗名录
南岳中心景区宗教旅游场所

禁燃拜香 限用线香

《老四维稳》
获全国戏剧优秀剧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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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0日晚，共青团岳阳市委举行“全城热恋青春赶集”大型聚会，通过才艺表演、游戏互动、自由传情等方
式，给上千名未婚青年提供相识、传递爱情信息的平台。 彭宏伟 摄

永州 党员学习风气浓厚

宜章 精心服务流动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