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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声速览·政务A05

郴州铁路口岸成广州港的内陆港
12日，郴州市政府与广州港股份有限公

司等签署郴州内陆港建设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郴州企业及进出口货物经广州港港口码
头时，有费率优惠等便利。■实习记者李江华

岳阳出台“医闹”严打新政
岳阳市近日出台公安机关维护医疗

秩序打击涉医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实施方
案，职业“医闹”成为打击重点，构成犯罪
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记者袁礼成

品质湖南，请你点赞
省质监局推出“湖南消费者最满意

的行业十大品牌推选评价活动”，入围品
牌将于近期通过湖南在线、 民生湖南网
发布，接受消费者点赞。 ■记者 张浩

动政务 态

环保公厕
变小卖部，拆！

本报9月15日讯 环保
公厕不提供如厕功能，却
“变成”了小卖部，卖起了
饮料、烟酒等物品。长沙市
雨花区侯家塘这个变味的
公厕遭到市民举报， 城管
部门劝撤无效， 日前进行
了强制拆除。

长沙40个环保公厕分
布在市区各主次干道上，
同时为部分下岗人员提供
了就业机会。 但不少经营
户却我行我素， 将公厕变
成了小卖部， 城管部门多
次整治，却屡禁不止。公厕
每年必须办理一次临时占
道许可证，今年4月，长沙
市城管局表示环保公厕将
不再办证， 并规定期限内
自行撤离， 否则将采取强
制措施。

■记者 李琪
实习生 朱甜甜 张晶晶

长沙农村危房
改造名单公示

本报9月15日讯 长沙
市住建委近日在其官网公
示了今年要改造的5000户
农村危房改造对象名单，其
中一般援建户2860户、每户
可领补助2万元； 重点援建
对象2140户，每户可领补助
4万元。名单公示将在9月18
日截止。 ■记者 叶子君

实习生 夏建文

建议社区矫正
组建警察队伍

本报9月15日讯 十一届省政协第
七次常委会议今天在长沙召开。省政协
主席陈求发主持会议。省委常委、常务
副省长陈肇雄作《我省全面深化改革报
告》。

会议审议了“全面推进社区矫正工
作，提高我省社会治理水平”的建议案
（草案）。 建议全面清理和回收被挤占、
挪用的司法行政专项编制，加快完成全
省651个司法所收编直管， 在本轮政府
机构改革中调剂部分行政编制充实到
社区矫正队伍。在省、市、县三级统一设
立社区矫正工作管理局， 通过内部调
剂，选派一些监狱、戒毒警察参与社区
矫正工作， 组建社区矫正警察队伍。按
每名社区服刑人员每年不低于1500元
的标准，将社区矫正经费纳入同级财政
预算，并建立完善动态增长机制，逐步
实现2500元/人/年的标准。

■记者 曾力力
实习生 胡珈玮 刘一帆

本报9月15日讯 今晚8
点，2014中国（长沙）国际雕
塑文化艺术节在湘江新区
洋湖湿地景区启动。9月15
日至10月30日，市民可前往
洋湖见证世界顶级艺术大
师“雕琢”长沙。

本届雕塑文化艺术节
邀请了著名雕塑家雷宜锌、

吴为山（中国）、卡罗尔·特纳
（美国）、帕斯奎勒（意大利）、
索瑞亚·乔迪（法国）、艾蒂
安·米勒（英国）、约克·普利
卡特（德国）等17个国家的
21位雕塑大师。他们首度集
结长沙，将进行长达45天的
创作活动。

雕塑节期间，长沙市民

可现场观摩雕塑巨作制作，
全程见证一件件艺术品完
整诞生。 雕塑作品完成后，
将永久落户洋湖湿地景区，
成为我省首个极具欣赏价
值和文化内涵的国际雕塑
园林景观公园。

■记者 曾力力
实习生 胡珈玮 刘一帆

本报9月15日讯 失独
家庭老人生活如何保障？记
者今天从长沙市望城区获
悉，靖港镇通过特别扶助等
方式，让失独家庭老人生活
有了着落。

70岁的杨罗生是靖港镇
农溪村人， 家里遭遇了两次
大劫难， 儿子病死， 自己瘫
痪， 但全家的基本生活还是
不用愁。 靖港镇计生协会秘
书长曹建刚算了一笔账，杨
罗生家是失独家庭， 且年龄

都超过60岁， 每人每月可领
取400元扶助金。同时，还是
五保家庭， 每人每月可领到
340元五保金。“此外，我们还
聘请他妻子谢金华为道路保
洁员，月工资1200元。”曹建
刚说，逢年过节和活动，政府
和计生协会到他们家慰问，
大约每年为3000元。 以此计
算， 他们家年收入为35160
元，人均17580元，超过了靖
港镇16922元人均纯收入。

对失独家庭进行特别扶

助还只是靖港镇计生5项奖
扶政策中的一项。在这里，农
村一个子女或两个女孩的家
庭， 夫妻可获得每人每月80
元的奖扶； 城镇低保独生子
女家庭， 夫妻可获得每人每
月50元奖扶； 放弃再生育家
庭， 可获得1000-2000元的
一次性补助； 孩子在14岁以
下的独生子女家庭还可获得
每年120元的保健费。

■记者 曾力力
实习生 胡珈玮 刘一帆

本报9月15日讯 省质量
技术监督局近日发布由省水
利厅提出并归口的《用水定
额》湖南省地方标准（DB43/T�
388-2014）。该标准首次对部
分高耗水行业推行强制性用
水定额，主要涉及我省63项用
水量大、污染物排放量大的工
业产品和服务业。

省水利厅水资源处处
长唐少华介绍，该标准是对
2008年版本的首次修订，适
应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的需要，规定了全省农业用

水、工业用水和城镇公共及
生活用水定额，适用于全省
范围内工业企业、城市生活
和农村生活及农、林、牧、渔
业取水及用水管理，可作为
本省取水许可管理、用水计
划下达、 用水及节水评估、
排污口设置论证和审批、收
取超定额（计划）加价水资
源费、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
等工作的依据。

据标准主要起草单位
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所介
绍，新标准的最大特点是制

定了部分强制性用水定额。
2008版均为推荐性地方标
准，本次修订后的标准新增
了63项强制性用水定额，对
特种行业用水实施定额管
理，如高尔夫球场用水定额
为每平方米1.5升/天， 高尔
夫球场用水量将得到严格
控制；新增了部分我省特色
产品或有一定规模的产品
用水定额，如烤烟、槟榔、菜
油、萤石矿、采盐等均制定
了用水定额。■记者 柳德新

通讯员 邓集键

国际雕塑文化艺术节启幕，17国21位雕塑大师集结长沙创作45天

来洋湖看顶级艺术大师“雕琢”长沙

高耗水行业推强制性用水定额
修订后的《用水定额》地方标准9月实施

靖港：失独家庭每人月领400元

审议

千家药店承诺
不售熊胆药品

本报9月15日讯 “湖南治疗无伤
害-保护黑熊，弃用熊胆”新闻发布会今
天在长沙举行，4家药厂 、2家医院及
1500多家零售药店现场签署“治疗无伤
害活动协议”，承诺不再销售和生产熊胆
药品。

该活动由亚洲动物基金和长沙野生
动植物保护协会共同发起。 据省中医药
研究院副研究员唐承安介绍， 黑熊被抽
取胆汁后，100%都会引发疾病，30%的
取胆黑熊死于肝癌。“人类抽取黑熊胆汁
是为治疗自身疾病， 却不知这些抽取的
胆汁存在着诸多安全隐患， 很有可能混
杂着脓性分泌物、 炎性细胞和肿瘤细胞
产生细胞因子。”目前，科学证明已有20
多种中草药可以替代熊胆成分。

■记者 陈月红

药监

文体

公示

整治

600万整改
消防隐患

本报9月15日讯 省
政府日前曝光了12家重大
火灾隐患单位， 邵东县工
业品市场登上“黑名单”。
对此，当地政府将投入600
万元整改安全隐患。

该 工 业 品 市 场 自
1993年投入使用，其总建
筑面积约10万平方米，是
中南地区大型的综合商
贸市场之一。目前，市场
管理方已在醒目处张贴
整改通知，更换老化的消
防设施，在安全出口附近
设立吸烟区。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张宏艳 陈苹

9月16日10时：国际雕塑文化艺术节开凿仪式
9月16日-10月29日：观众开放日
9月22日：艺术家选址日
9月15日-29日：第十届华赛摄影精品长沙首展
10月1日-9日：李自健油画个人展
10月13日、20日：雕塑大师将先后在湖南师范大学、洋湖景观塔举办两场免费巡讲
10月10日-19日：书法集体展
10月21日-30日：美术集体展
10月30日晚：闭幕式暨风尚大典

活
动
指
南本报9月15日讯 历时一个多月的

湖南省第十二届运动会今天在娄底闭
幕，青少年组和成年组两个组别共产生
金牌807枚。其中，长沙市、常德市、株洲
市代表团名列青少年组金牌数前三名，
长沙市、常德市、娄底市代表团名列成
年组金牌数前三名。

本届省运会正式报名参赛的运动员
有5914人，此后，组委会在证据充足的前
提下，取消了103名运动员的参赛资格。

省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李舜表示，
下个周期将会初步考虑各市州每安置一
名省队退役专业运动员就业，奖励2枚金
牌， 这样除了能提高我省的业余训练水
平， 也能为我省优秀运动人才提供延缓
运动周期、继续发挥余热的舞台。

据悉，2018年第十三届省运会将由
衡阳、邵阳联合承办。

■记者 叶竹 谢能武

第十二届省运会闭幕

9月15日，2014中国（长沙）国际雕塑文化艺术节暨“雕琢时光”音乐会在长沙市洋湖湿地景区
先导牛广场举行，来自五大洲的21位雕塑家与观众见面。 记者 赵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