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新闻名专栏■老百姓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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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晴 7℃～18℃
湘潭市 晴 7℃～18℃

张家界 晴 8℃～18℃
吉首市 晴转多云 8℃～19℃
岳阳市 晴 9℃～16℃

常德市 晴 8℃～17℃
益阳市 多云 8℃～17℃

怀化市 晴 7℃～18℃
娄底市 多云转晴 7℃～17℃

衡阳市 多云 8℃～16℃
郴州市 小雨转阴 9℃～12℃

本版责编 李军 版式编辑 刘岳 责任校对 彭扬

市州新闻

株洲市 多云转晴 8℃～16℃
永州市 阴转多云 8℃～14℃

5
长沙市
今天到明天，晴天间多云
北风 ２ 级 8℃～17℃

２０12年11月17日 星期六
通讯员新闻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

本报 11月 16日讯 （通讯员 辛文
李英姿 记者 朱章安）近日，衡阳市出台
政策， 支持衡阳国家级高新区进一步发
展外向型经济。据了解，该市外向型经济
发展势头强劲。今年1至9月，全市实现外
贸进出口12.96亿美元，其中出口9.48亿美
元，同比分别增长62.15%、39.43%；加工贸
易进出口4.38亿美元，同比增长230.61%，

增速居全省前列。
近年来， 衡阳市外向型经济从弱到

强 、从补充 、配角到引领带动 ，实现了跳
跃式发展。 去年， 该市实际利用外资由
2009年的3.62亿美元增加到4.97亿美元 ，
外贸进出口总额从 7.73亿美元增加到
12.55亿美元， 外经合作合同额从8000万
美元增加到1亿美元，主要指标增速均高

于全省平均水平，总量居全省前列。特别
是富士康 、欧姆龙 、中兴通讯3大战略投
资者联袂打造 “衡阳云谷 ”，电子信息产
业迅速崛起。

随着衡阳高新区跻身 “国家队”、衡
阳综合保税区正式获批， 衡阳发展外向
型经济优势凸显。 综保区所具备的离岸
结算功能， 为大型跨国企业在衡阳逐步

建设国际结算中心提供了可能。 综保区
还将帮助衡阳吸纳更多国际先进技术 ，
带动当地产业转型升级。

为加大开放发展力度， 衡阳市进一
步完善了政策支持体系。 对发展加工贸
易，在用地、用工、通关、财税等方面给予
特殊支持。 对重大项目， 实行 “一事一
议”、“一企一策”。

本报11月16日讯（记者 邓明 李秉钧 通
讯员 谢平芝 ）“景点改造后 ， 风光变美
了，特别是新增的仿古无轨观光小火车，
吸引了大量游客 。”日前 ，资兴市小东江
东岸景区负责人告诉记者， 景区周末经
常爆满，游客数比改造前翻了一番多。

为打造国家级旅游目的地， 今年初，
资兴市提出“旅游大开发”战略，计划3年
投资100亿元，实施景区提质、形象提升、

产业提速3大工程， 把东江湖建成国家5A
级景区。他们邀请王志刚、叶文智及青岛
新天地集团、中国环保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等国内知名人士、机构，为东江湖开发与
保护“把脉”，编制了东江湖创国家5A级景
区工作规划等 。同时 ，围绕 “一湖一江一
湾”核心景区，实施东江湖旅游文化步行
街 、东江大坝码头 、小东江景区 、兜率溶
洞、东江漂流、潇湘风情小镇等31个旅游

精品提质改造项目，今年9月已全部完工。
在小东江景区，建设了观雾栈道、蝴蝶谷
瀑布等8个项目， 使景区成为集观雾、摄
影、休闲于一体的“十里画廊”。

资兴还投资11亿元， 先后完成了
城区道路提质改造、 园林绿化景观改
造、沿江风光带提质改造、城区景观亮
化工程、资兴大道（南段 ）“穿衣戴帽 ”
工程、靓丽资兴等工程，提升了城市品

位。今年头10个月，共接待游客476.6万人
次，实现旅游总收入30.8亿元，同比分别
增长31.58%、36.83%。

株洲社会管理创新全省领先
本报11月16日讯 （记者 周怀立 通讯员 张莉 凌晴 夏

肖兰）近日，记者从省民调中心获悉，今年截至目前，株洲市在
全省社会管理综合治理民意调查中排名第一。

近年来，株洲市不断创新社会管理，使全市群众安全感普
遍提高，幸福感普遍增强。曾连续四届获得全国综治先进、两
次获得全国综治最高奖———“长安杯”。尽管如此，该市仍然与
时俱进，不断探索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新办法。今年上半年，该
市新组建城区巡逻警察大队， 有针对性地屯警于复杂街面和
社区，有警处警、无警巡逻，24小时运转，实行集处警调度、车
辆定位、 视频监控于一体的扁平化指挥调度。110指挥中心接
到报案，可通过GPS定位系统，调度指挥最近的民警出警，全
市巡线“两抢一盗”案件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7.53%。

为维护稳定，株洲市还积极探索矛盾调解新途径。他们将
人民调解、司法调解和行政调解衔接起来，实行联动，实现了
信息预警早获取、苗头问题早化解、矛盾纠纷早调处。仅在市
交通事故调处中心，就聚集了交警、法院、司法、仲裁、保险等
多部门、单位资源，保证以最快速度调处纠纷。目前，矛盾纠纷
调处率达100%、调处成功率在95%以上。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综
治考评连续4年居全省第一。

在城市管理方面，株洲市以被列为全国数字化城市管理试
点城市为契机，大力推进从人工服务到数字城管的转变，着力
建设数字城管、智能交通管理、社会治安3大数字化监控平台，
并在全省率先将视频采集预警立案运用于城市管理综合考评
中。市民用手机向市城管指挥中心发送举报垃圾短信，仅10分
钟，中心就会派人到现场清理。近两年，全市收到各类城市社会
管理诉求140万起，处置率、办结率分别达99.96%、98.94%。

6张米粉票背后的故事
本报记者 周勇军 李寒露 通讯员 覃正文 罗斌 周田甜

近日，年过花甲的聋哑人胡仁永来到津市交警大队，把6张
米粉票连同一面上书“为民解难、公正执法”的锦旗送给交警，
以感谢他们竭尽全力为自己处理交通事故并提供爱心援助。

8月下旬的一个傍晚，今年67岁的聋哑人胡仁永在津市人民
医院门前被一辆摩托车撞倒受伤， 摩托车驾驶人乘着夜色逃之
夭夭。事发后，胡仁永被送到医院抢救。第二天上午9时，他哥哥
才赶到津市交警大队报案。 大队事故处理中队民警热情接待了
他，并立即调看监控录像、走访调查，但没有找到有价值的线索。

胡仁永无儿无女，经济困难，无力支付医药费。出事后，年
过古稀的哥哥日夜为他操劳，每日三餐从家里带饭到医院，为
省1.5元钱的车费，每次往返步行5公里多路，夜晚还要守在弟
弟病床前。

这对患难兄弟的事迹感动了很多人。 津市交警大队办案
民警得知他们的实际困难后，向大队领导反映，大队领导发动
民警捐款3000元，并向津市市委政法委汇报，还派人到胡仁永
所住社区及市民政局做工作，帮胡仁永解决了医疗费用。

经过近两个月治疗，胡仁永已痊愈。

本报11月16日讯 （记者 姚学文）医
疗纠纷发生后， 所在医疗机构主管负责
人必须在1小时内赶赴现场，面对面地听
取患方意见。 医疗纠纷调解中心工作人
员要在接到医院（或患者 ）告知后1小时
内赶赴现场处理。 日前，株洲市召开专题
会议，部署专项治理医疗纠纷工作。

近两年，株洲市医疗纠纷总体下降，
但恶性医闹事件逐年上升。 因医疗纠纷
处理不当引发的群体性事件， 也时有发
生，影响社会稳定。 在专项治理中，该市
要求一方面要积极落实医疗纠纷告知制
度。另一方面引导患者依法维权。医疗纠
纷发生后， 所在医院预防和处理医疗纠

纷办公室要及时告知患者及其亲属处理
的主要渠道：一是由医患双方协商处理；
二是由医院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调处 ；
三是由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 ；
四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患者选择好
处理渠道后，医疗机构要积极配合，尽快
化解矛盾纠纷。

对可能引发刑事、 治安案件或群体
性事件的医疗纠纷， 该市规定公安部门
接警后要在10分钟内赶赴现场， 维护现
场秩序。 为有效打击“医闹”，该市将建立
举报制度，公布投诉电话，广泛发动和依
靠群众检举、揭露各种“医闹”行为，同时
将对一些重大、典型案件予以曝光。

本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杨丁香

11月15日， 江华瑶族自治县桥市乡
猴山村果园里， 一个精干的妇女正在指
挥大家往车上赶生猪。 她是该县大路铺
镇立尾村村民杨水云。 别人南下打工 ，
她返乡种田。 别人养猪赔本， 她借钱规
模养猪。 猪场办得顺风顺水之际， 杨水
云又贷款百万元创业。

1995年， 18岁的杨水云与同村人一
道到广州市打工。 每天工作10小时只有
几百元月工资。 一年后， 杨水云返家种
植水稻、 蔬菜， 喂养鸡鸭。

不久， 杨水云发现因为散养生猪赔
本， 农村养猪的越来越少。 杨水云从中
看到了商机 。 2000年初 ， 杨水云借来5
万元 ， 把大路铺镇一家单位500平方米
的闲置房改建成10间标准栏舍， 购回30
头母猪， 发展生猪规模养殖。

购回母猪， 口袋却空了， 杨水云只
好赊饲料 。 她细心观察生猪的生活习
性， 向技术人员和科教书学习 ， 写下4

万多字的笔记和养殖心得。 在她精心喂
养下 ， 当年出栏生猪300头 ， 还清了饲
料款， 银行存款也有了5位数 。 从打工
妹到养猪大户， 杨水云第一次 “华丽转
身”。 2004年， 杨水云在立尾村建起5000
平方米栏舍， 引进大约克、 杜络克等生
猪良种 。 养殖场年出栏生猪 3500头以
上， 每头猪平均获利在500元左右。

2007年，杨水云拿出全部积蓄，贷款
100万元， 来到猴山村承包2000亩荒山，
投入500多万元种植纽荷尔脐橙，把猪场
迁到果园， 发展生态种养。 今年前10个
月，生态种养园实现产值近500万元。

杨水云在自己致富的同时积极回报
社会。 10年来， 她通过提供义务养殖技
术服务 ， 为村民挽回经济损失200多万
元。 通过赊仔猪等方式， 带领20多户贫
困户走上了致富路。 2011年， 贫困户李
三妹找到杨水云， 希望赊几头猪仔。 她
二话没说挑了10头健壮的猪仔送到李三
妹家， 并承诺猪出栏时按市场价收购 。
李三妹当年收入2万多元。

11月15日， 通道侗族
自治县牙屯堡镇， 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侗锦织造
技艺传承人粟田梅在教村
民编织侗锦。 近年来， 该
县加强对侗锦织造技艺的
保护传承， 成立了侗锦传
习所， 创建了生产、 加工
基地。 目前， 全县织锦妇
女多达3800余人， 已研发
侗锦产品30多种。

粟定远 摄

衡阳外向型经济势头强劲

资兴旅游产业提质增效

打工妹的“华丽转身”

须在纠纷发生1小时内现场处置
株洲市专项治理医疗纠纷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2年 11月 16日

第 2012314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319 1000 319000

组选三 383 320 122560
组选六 0 160 0

1 18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0
二等奖 7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0
0 55170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285
810
9336

10
31
258

2710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5953
112590

409
3010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2年11月16日 第2012135期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下期奖池：10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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