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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31日讯（记者 肖军 黄
巍 通讯员 张景武 黎明）近日，贵州
省锦屏县茯苓种植户杨自成将一卡车
鲜茯苓， 运到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茯
苓大市场， 交给了订货商。 交易完成
后， 他喜滋滋地说：“感谢靖州多方面
的扶持，这趟生意我赚了2万多元。 ”

靖州在发展壮大本地茯苓产业的
同时，通过技术输出、产品回收等一条
龙服务，带动了湘、赣、黔、滇、渝、川、
桂7省市区22个县12万余人从事茯苓

种、加、销。 靖州茯苓大市场成为全国
最大茯苓专业市场， 年交易量达3.2万
吨，占全国总量60%以上；年出口欧美
及东南亚等地区茯苓制品1.2万吨，占
全国出口总量三分之二， 创汇1000多
万美元。

靖州当地农民种植茯苓历史悠
久，技术优势明显。 为做大做强这一特
色产业，近年来，该县成立了5家专门
从事茯苓研究的民营机构， 成功选育
出茯苓新品种“湘靖28”，并攻克了由

椴木和松树蔸栽培变为高效袋料栽培
技术难题，还开展了太空育种项目。 同
时，培育扶持龙头企业，采取“企业+基
地+农户”的经营模式，扩大茯苓种植
面积。 目前，全县拥有补天药业、龙丰
茯苓等龙头加工企业、 菌种生产厂家
42家。 当地自主开发的“茯苓多糖口服
液”，被列入省医药行业“十二
五”重点产品发展名录。 全县还
推广茯苓标准化种植2万多亩。

靖州还着力打造以靖州为

中心、 辐射周边地区的茯苓产业经济
圈。 在县城修建了茯苓大市场，目前市
场已拥有茯苓加工户520户、营销专业
户895户。 并由靖州茯苓专业协会牵
头，组织加工企业和营销专业户，与周
边茯苓产区签订购销合同， 为苓农提
供包括技术在内的全程服务。

本报10月31日讯 （记者 周勇军
刘也） 10月底， 常德“鼓书” 进京学
术观摩展演及常德“鼓书” 传承发展
学术研讨会， 在北京举行。 以“击鼓
说书” 为表演特征的“鼓书”， 在中
国艺术研究院、 北京大学、 中国音乐
学院一亮相， 就引起轰动。

常德鼓书在京举办了3场展演，
演出了6个曲种13个传统及新编节目，
包括说鼓 《打狗风波》、 对鼓 《男人
和女人》、 孝鼓 《赈酒也烦恼》、 三棒

鼓 《刘海砍樵新唱》、 薅草鼓 《郎是
包谷梗》 等， 让学术界、 曲艺界专家
学者与曲艺专业研究生看得如痴如
醉， 连呼过瘾。

常德是我省著名曲艺之乡， 除了
拥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常德丝弦
外， “击鼓说书” 的鼓书更是流传广
泛 ， 影响深远 ， 为民众喜闻乐见 。
“鼓书” 包括渔鼓、 说鼓、 对鼓、 孝
鼓、 三棒鼓、 地花鼓、 薅草锣鼓、 围
鼓等。 为推动传承创新， 近10年来，

常德连续举办“鼓书” 大王擂台赛，
使过去走乡串户、 不大被人看得起的
“击鼓说书” 艺人， 登上大雅之堂，
成为“草根明星”。 尤其可喜的是，
通过连续举办擂台赛， 使一大批70
后、 80后甚至90后鼓书编演新人脱颖
而出， 改变了传统曲艺后继乏人的状
态， 丰富了当地群众文化生活。

此次常德鼓书进京展演及相关学
术研讨会， 是由中国艺术研究院、 中
国说唱文艺协会、 中国俗文学学会、

北京大学、 中国音乐学院等单位主办
的， 引起80多名学术界、 曲艺界知名
专家、 学者的浓厚兴趣。 中国艺术研
究院院长王文章说， 曲艺是十分重要
的艺术文化形式， 鼓书是其中历史悠
久和传统深厚的有机组成部分， 常德
通过关注和研讨此类曲艺形式， 展示
和传扬其独特的艺术风采， 总结和探
索其有益的传承经验， 推动了曲艺科
学传承与健康发展， 其做法值得肯定
和推广。

10月30日 ， 桂阳
县天塘山风力发电场
首台机组并网发电 。
天塘山风力发电场总
投资10亿元 ， 规划装
机总容量为15至20万
千瓦 ， 分一 、 二期工
程建设 ， 建成后将成
为全省最大风力发电
场 ， 预计到 2014年全
部机组实现并网发电。

欧阳常海 摄

本报10月31日讯（记者 李伟
锋）今天下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
出通知，决定将汽、柴油价格每吨
均降低75元， 调价执行时间为10
月31日24时。

记者从省物价局获悉， 此轮降
价后，按照成品油吨升比测算，具体
到我省，93#汽油、97#汽油每升均下
调0.06元，调价后，零售价分别为7.41
元/升、7.88元/升；0#柴油每升下调

0.07元，调价后零售价为7.33元/升。
此次成品油价格调整幅度，是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根
据10月31日前10个工作日国际市
场原油平均价格变化情况计算，并
累加上个调价周期应降未降金额
确定的。9月底以来，受中东局势逐
渐缓和等因素影响，国际市场油价
震荡下行， 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
格小幅下跌。

成品油每吨降75元
汽油每升降价6分、柴油每升降价7分

本报评论员

从今天起，被称为“史上最严”
的湖南 “限宴令”———省纪委印发
的《关于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操办婚
丧喜庆事宜的暂行规定》 正式实
施。

这项“限宴令”，直指“党和国
家工作人员”，从宴请人数、规模到
宾客身份都规定得“详细明确”，从
宴前申报、宴中遵守到宴后汇报都
要求得“周延实在”。 它的“严”，体
现在管得“更宽”、定得“更实”、惩
得“更严”，在遏制党员干部大摆宴
席等不正之风上更具操作性；它的
“严”， 体现在去掉了长篇大论的
“水分”，只留下利于群众和舆论监
督的“干货”；它的“严”，体现在立
法目的的指向，既要管借机敛财等
腐败问题 ,又要管大操大办 、奢侈
浪费等作风问题。可以肯定，“限宴

令”的出台，必将成为我省促进干
部作风建设的又一利器。

长期以来，有的官员的“宴席”
实际上成了滋生腐败的温床，轻则
助长大操大办、奢靡铺张等一系列
作风问题，使一些官员极为看重排
场、噱头，重则纵容有的官员借所
谓“婚宴”、“生日宴”之名，收受高
额钱财及贵重物品， 产生官员腐
败，污染干部队伍。 因此，出台“最
严限宴令”可谓切合时宜，顺应民
心。

最严 “限宴令 ”的出台 ，剑指
“以权谋私”的“灰色地带”。

公职人员不同于普通民众，其
握有的权力容易成为谋利的 “手
杖”。公职人员以人情交往为由头，
大开流水席、大收份子钱；一些人
自然心照不宣，借机卖力“表示心
意”，名为宴请，实为寻租受贿的平
台。 （下转8版）

动真格，让“限宴令”生根

常德鼓书“敲”进京城

靖州茯苓“集散”全国

据新华社西藏墨脱10月31日电
西藏墨脱公路31日正式通车， 这标志
着我国结束了还有县级城市不通公路
的历史， 实现“县县通公路” 的目
标。

31日， 在海拔2100米左右的西藏 墨脱县达木乡波弄贡村， 西藏自治区
主席洛桑江村宣布： 墨脱公路
正式通车 。 墨 脱 公 路 全 长
117.3公里 ， 总投资 16亿元，
起点为林芝地区波密县扎木镇
318国道川藏公路与老扎墨公
路的交会处， 先后跨越波斗藏
布江、 金珠藏布江、 西莫河等
6条江河， 以隧道穿越嘎隆拉

雪山， 经米日和马迪村到达墨脱县城
莲花广场。

2009年4月， 投资达9.5亿元的墨
脱公路新改建工程全线开工。 其间，建
设者们不断破解雪崩、塌方、泥石流等
施工技术难题，将墨脱公路向“高原孤
岛”挺进。 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墨脱公
路已基本达到在无重大自然灾害发生
的前提下，全年8至10个月通车时间的

建设目标。 现在正常天气下，从波密至
墨脱小车3至4个小时可以到达。

交通运输部总工程师周海涛说，
墨脱公路地形地质复杂， 气候环境艰
苦， 施工极为困难。 广大建设者在公
路建设与环境保护、 特殊病害处治等
方面获得突破， 圆满完成了建设任
务， 是我国公路建设史上具有划时代
意义的里程碑。

西藏墨脱公路通车
我国结束还有县级城市不通公路历史

最严“限宴令”今天实施
省纪委负责人权威解读

号称我省最严“限宴令 ”
的 《关于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操
办婚丧喜庆事宜的暂行规定》
今天开始实施了。 这一 《暂行
规定》 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 。

网上好评如潮。 它是如何出台
的， 针对的人是哪些， 如何应
对“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请
看省纪委相关负责人向本报独
家权威解读的相关内容。

5版

●防治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 科技加速
发力，8个省科技重大专项和一批国家科技项
目展开攻关

●革新采矿、选矿、冶炼等工艺，实现源
头减排

●废水回用可在9成以上， 减排的同时节
约了水资源

●废渣综合利用率不断提高，砷碱渣可实
现完全回用

●土壤修复起步不久，化学、物理、生物等
多种方法力求标本兼治

科技攻关“治疗”
土壤重金属污染

———保母亲河一江清水

推进省政府“一号重点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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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 连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