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衣服很好看，谢谢叔叔阿
姨！”1月11日，在郴州桂阳县白
水瑶族乡七步村，12岁的小飞
换上了市救助站送来的新棉
衣，还给他家送去了慰问金。一
脸兴奋的他，还不忘在电话里，
与外地打工的父母说道这事。

桂阳白水瑶族乡七步村属
于高寒偏远山区， 是省级贫困
村。1月11日清晨， 郴州市救助
站与市慈善总会的工作人员便
带着50袋装满棉服、 棉被与棉
鞋的救助物资驶往七步村。除

了给村里30多位留守儿童和孤
寡老人现场发放春冬救助物资
外 ， 还现场资助给七步村
10000元的村级关爱中心建设
经费。

据初步统计，从2017年11
月下旬开展“寒冬送温暖”专
项救助工作以来，郴州市共救
助了450多名流浪、乞讨人员，
救助工作还将继续为农村留
守儿童与孤寡老人送去冬日
温暖。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郭燕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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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南省武冈市的大街小
巷、山乡村落，活跃着这样一群
人， 在弱势群体最需要帮助的
时候，及时送去关爱与温暖。他
们中有企业家、公务员，也有个
体商户，这些“爱心使者”的带
头人，公益活动的发起者，就是
郑亚明。

郑亚明是马坪乡安监环保
规划建设服务站站长， 原武冈
市义工联合会会长。他说，每个
人心里都有一个爱的发源地，
需要有人去引路， 汇聚成更大

的爱的力量， 而他希望做这份爱
心的“引路人”。

2013年，一次偶然的机会郑
亚明加入了武冈义工QQ群，并结
识了很多热心公益的朋友。2014
年上半年， 郑亚明组建了一个名
为“武冈爱心公益”的QQ群，开始
自己筹划、组织公益活动。

2015年1月25日武冈市义工
联合会正式成立， 初期注册会员
50人，“从此， 我们开展公益活动
的底气更足了。”

郑亚明出生在军人之家，
2015年，武冈市义工联合会成立
后的第一个活动，就锁定为“寻找
慰问抗战老兵”。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 下乡40
余次， 他们终于在武冈范围内寻
找到43名抗战老兵。此后，该义工

联开展了一系列走访慰问捐助活
动，为老兵庆生，组织老兵们共庆
端午佳节， 帮助抗战老兵重回岩
口铺和芙蓉山抗战战场。

在农村走访过程中， 郑亚明
发现有不少孩子因家庭贫困而辍
学，“要发挥义工组织的力量，让
寒门学子能完成学业。”郑亚明这
样说，也这样做了。2015年2月份，
郑亚明组织了第一次爱心助学活
动。义工联的50多名义工，先后深
入全市18个乡镇， 对100多名贫
困孩子进行摸底走访。

到目前为止， 义工联一共成
功地为40多名贫困学生找到了定
向资助人，走访核实430多名贫困
学生的资料， 共计组织各类爱心
助学活动40多场次， 累计募集善
款30余万元。 ■记者 张浩

本报1月12日讯 近日，不
少车主发现， 株洲高速公路辖
区部分隧道入口处多了一排萌
萌的小型防撞桶， 这些防撞桶
表面呈橙黄色， 可以360度旋
转，桶身上还配有两条反光带。
记者从湖南省高速公路建设开
发总公司获悉， 这是一种新型
的“旋转式防撞护栏”，首次在
株洲高速投入使用。

据了解，这种新型的“旋转
式防撞护栏” 具有极高的柔韧
性和回弹性， 当车辆撞上护栏
时，由可旋转、高弹性的滚筒将

撞击力量迅速转移， 改变汽车
撞击方向，减缓撞击力度，大大
降低车辆和驾驶员的受伤害程
度。此外，滚筒上贴有反光条，
车辆在夜间行车时， 通过灯光
的照射， 能够较好地反映出路
线的轮廓， 可对车辆起到较好
的视线诱导作用， 进一步保证
行车安全。

截至1月11日，株洲管理处
小修保养单位已在20座隧道入
口分别安装了这种新型旋转式
防撞护栏。

■记者 潘显璇

本报1月11日讯 株洲市交
通运输局今天发布了莲株高速
的最新消息。目前，这条正在改
扩建的高速公路已完成路基、
桥涵施工，启动路面、房建和机
电等施工前期工作， 计划于
2018年底前建成通车。

莲株高速改扩建工程起于
湘赣界莲花冲， 途经株洲醴陵
市、芦淞区、荷塘区，止于红旗
立交东，项目主线全长50.384公
里。 项目分两段技术标准建设，
起点至醴陵段18.078公里采用
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设计速度
80公里/小时，路基宽度21.5米；
醴陵至终点32.30公里采用双向
四车道高速公路，设计速度100
公里/小时，路基宽度24.5米。该
项目于2015年开工建设， 目前
总体进展顺利。通车后，醴陵至
株洲市区仅20分钟车程， 将成
两地间最便捷的通道。

目前， 另一条株洲至醴陵
之的快速通道东城大道也即将
打通。 东城大道东起醴陵市国
瓷路，经仙霞、新阳，西至株洲
市区东环线， 对接铁东路，由
S331醴陵至仙井段和城市规划
的机场大道、 迎新路等道路组
成，对株醴融城、株醴新城开发
和“一谷三区”建设具有重要意
义。 该项目全线采用一级公路
标准建设，设计速度80公里/小
时，路基宽度32米，路幅宽约40
米，项目全长34.85公里。项目
于2016年3月全线开工建设。目
前，芦淞区段已建成通车。株洲
县段全线桥梁基本开工建设，
已基本完成龙凤冲至株洲县界
段路基和涵洞工程施工。

醴陵段全线桥梁目前已基
本完成下部结构施工。

■记者 李永亮 杨洁规
通讯员 郭力嘉

株洲高速装上能救命的“防撞神器”
这种“旋转式防撞护栏”可大大降低车辆和驾驶员受伤害程度

交通连线

莲株高速有望2018年底通车

本报1月12日讯 今天，记
者从湖南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
总公司娄底管理处获悉， 娄怀
高速大熊山连接线项目预计今
年10月底开通。

大熊山连接线起于娄底新
化县西河镇，经孟公、油溪、白
溪，止于圳上镇，全长48公里。
它既是一条拉动大熊山国家森
林公园的旅游公路， 也是新化
县东西方向的主干线， 还是湖

南省交通系统第一个成规模的
设计施工总承包项目。

目前， 大熊山连接线桥梁
桩基灌注、桥梁立柱、涵洞、通
道已完成100%。 按照计划，大
熊山连接线将于今年10月底开
通。大熊山连接线建成后，将结
束新化县中部北部没有高等级
公路的历史， 极大缓解沿线人
民出行难的问题。

■记者 潘显璇

娄底大熊山连接线预计10月底开通

为山区留守儿童送新衣

郑亚明：做爱心“引路人”，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本报1月12日讯 法院在执
行工作中拍卖房屋， 往往评估
机构进行评估， 这笔费用最终
由被执行人来承担， 由于房屋
价格高， 评估费用都不菲，在
株洲天元区法院实行的询价
机制不再需要找评估机构，而
是由由地方税务机关反馈计
税价格，为当事人省下这笔费
用。今天上午，省高院组织的
司法公正三湘行来到本次采
访活动最后一站———株洲天
元区法院。

房屋估价当天就能出结果

几年前， 株洲罗女士先后
借给好友陈女士夫妇25万元，
当时约定三年后还钱。

三年后， 陈女士夫妇均不接
电话，联系不上，罗女士急了，将
这两口子起诉到天元区法院。

2015年，该案开庭，法院判
决陈女士夫妇偿还本金、 利息共
计28.5万元。

两年过去了， 罗女士拿着胜
诉的判决依旧没有等来陈女士夫
妇还钱， 她向天元区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

天元区法院依法查封了陈女
士夫妇名下位于株洲市天元区金
域天下的一套118平方米的房屋，
并裁定评估、 拍卖二人所有的这
套房屋。

在评估房屋价格时， 天元法
院向当地地税局发出《不动产计
税价格询价函》，当天，地税局复
函称， 该房屋评估计税价格为
48.21万元。

2017年12月， 天元法院以
48.21万元的起拍价在淘宝网司
法拍卖网络平台公开拍卖该房
屋，最终以58.21万元成交。

询价机制省下上千万元评估费

“向地税部门询价， 这是创
新实施的‘询价机制’，法院需
要拍卖不动产的时候， 由法院
向执行财产所在地地税机关出
具询价函， 地税机关最少半小
时， 最多在三个工作日内反馈
计税价格。 这样不仅省去了一
大笔评估费用， 还大大节省了
评估需要花费的时间。”天元法
院执行局局长刘晋强介绍，该
院自2017年9月开展询价以来，
累计询价45件次。“去年节约了
大概500万元评估费用，今年至
少节约上千万元。” 刘晋强说。
如果当事人对计税价格不满
意， 还是能够选择以往评估模
式。 询价机制不仅大幅缩短了
案件的评估周期， 减少了被执
行人标的物挂网时间， 也节约
了当事人处置财产的成本。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杨芬 实习生 张晓芳

执行标的房屋拍卖引入询价机制
三天内有结果，一年至少节约千万评估费用

株洲高速部分隧道入口处装上了“旋转式防撞桶”。 记者 潘显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