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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王茜

实施新阶梯气价
1月1日起，新《湖南省居民生活用天然气实施

办法》规定，第一档气量为年用气量390立方米（含
本数），2.45元/立方米； 第二档为390至600立方米
（含本数），按现行气价的1.2倍计算，为2.94元/立方
米；第三档为600立方米以上，按现行气价的1.5倍
计算，为3.68元/立方米。 以年度为周期执行，购气
量额度在周期之间不累计，不结转。

据长沙市燃气热力部门介绍，新的天然气阶梯
价格实施后， 对绝大部分居民用户不会造成影响，
不会增加燃气支出。省市物价部门多次调研结果显
示，普通三口之家平均每天耗能0.95立方米，第一
档气量完全可以满足。 据长沙新奥燃气公司测算，
户均最大日用气量为1.22立方米，户均最小日用气
量为0.33立方米，这也同样表明，第一档气量完全
可以满足普通三口之家的用气需求。

因家庭人口众多（5口人及以上）且天然气没有
用于取暖及商业用途的，可持户口本、暂住证和居
住地社区证明到燃气公司营业网点申报， 经核实
后，每增加一口人增加第一档用气量60立方米/年，
超过部分执行第二档气价。 此外，低保用户每月还
可获赠6立方米的天然气。

免费启动燃气入户安检
冬季是用气高峰，也是燃气事故的易发期和多

发期。 2014年12月8日至2015年3月8日，长沙新奥
燃气组织开展为期四个月的户内燃气安全提升活
动，免费为100多万天然气用户安检。

户内燃气安全隐患排查主要包括户内管道及
设施是否完好，各个阀门是否能开关顺畅，燃气表
使用是否正常，连接胶管是否老化、是否更换为金
属波纹管等户内存在的四大安全隐患。 同时，安全
人员还将进行安全用气、IC卡燃气表使用方法、节
约用气等常识的现场讲解和指导。

活动期间， 如果市民不在家错过了安检， 可
拨打0731—95158申请安检服务。 安检人员入户
时， 会穿统一的工作服、 佩戴工作牌， 工作牌上
有姓名和员工编号， 如果有人冒充新奥燃气工作
人员上门推销“内部气”、 便宜气或者强制用户购
买燃气用品， 均属于诈骗行为， 请市民提防和举
报。

全面推行燃气事故保险
继长沙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在去年9月推行燃气

用户意外伤害保险机制后，去年12月16日，长沙市
所有七家液化气经营企业签订液化气用户保险协
议，标志着燃气专业保险在长沙全面推行。

长沙燃气用户每年缴纳20元保费，自缴费之日
起一年内，一旦发生用气安全事故，就可获得单次
事故最高限额150万元、 多次事故累计限额300万
元的赔偿，其中每年度每次事故赔偿限额150万元，
每次事故每人人身死亡、 残疾赔偿限额60万元，每
次事故每人医疗费用限额50万元，每次事故财产损
失赔偿限额20万元。

“燃气专业保险保障范围广，保障额度高，能最
大程度地保障燃气用户的利益。 ”长沙市燃气热力
管理局局长赵志勇介绍，长沙市目前有天然气用户
超过120万户、液化气用户超过40万户，目前已有
超过1万户购买燃气事故保险。

长沙燃气用户可以去七个营业厅办理： 开福
区新河路336号的伍家岭营业厅， 时代阳光大道99
号富景园综合楼1楼的时代阳光大道营业厅， 岳麓
区新民路102号的新民路营业厅， 市政府二办公楼
二楼的长沙市政务公开中心燃气服务窗口， 漓湘
中路6号的星沙营业厅办理， 东沩西路118号的宁
乡营业厅办理， 区康平路302号的浏阳营业厅办
理。

湖南日报1月3日讯 （记者 秦
慧英 通讯员 万波） 记者近日从省
国土资源厅获悉， 从2015年起， 我
省将在全省优选地质找矿前景明
朗、 地质勘查环境较好的地区， 首
次试点整县 （市） 推进矿产资源勘
查工作。

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 总工程
师尹学朗介绍， 当前世界经济下行
压力加大， 国内经济增速换挡， 矿
业经济步入下行周期， 地质勘查行
业发展面临投入锐减、 外资撤出、
社会资金出逃等状况。 在这一“新

常态” 下， 开展整县 （市） 推进矿
产资源勘查工作试点工作， 能充分
发挥国土资源部门的专业与技术优
势， 促使其更加积极主动融入和推
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省国土资源厅表示， 试点整县
（市） 推进矿产资源勘查工作， 将
注重整体性、 实用性、 协同性； 已
明确开展试点的地区， 将边试点、
边总结、 边推广， 为推进其他地区
试点工作做好示范引领。 各职能部
门将切实抓好组织， 做到一年一评
价、 一年一考核、 一年一调整。

湖南日报1月3日讯 （陶芳芳 田
超） 1月1日， “美丽长沙·绿色出行”
新能源汽车试驾体验会在洋湖湿地举
行。 数台崭新的新能源汽车一字排
开， 吸引众多市民跃跃欲试。 活动旨
在提升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直观感
受， 树立低碳环保的理念。

长沙于2014年11月颁发了 《长沙
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实施意见》，
明确了长沙新能源汽车推广的目标及
要求， 三年将推广新能源汽车4500辆
以上。 目前， 长沙市上牌新能源汽车
超过2500台， 其中公交巴士为657台。
为解决电动汽车充电问题， 长沙将以
新能源汽车数与充换电桩数为1誜1.5
的模式建设充换电桩6000个以上。

本次活动是长沙宣传推广新能源
汽车主题活动之一。 现场提供比亚迪
公司生产的秦系列插电式混合动力汽
车（HEV）和众泰公司生产的“云100”
系列纯电动汽车（BEV）供市民试乘试
驾， 让市民零距离感受电动汽车的魅
力。 本次展示和提供试驾的新能源汽
车都采用了220V家用电源直插充电
新技术， 从根本上解决了充电难的问
题， 打开了制约电动汽车推广普及的
瓶颈， 同时车载电池近30万公里的单
车里程， 能满足一般消费者的驾驶周
期。 图为63岁的尹大爷开心试驾纯电动汽车。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湖南日报1月3日讯 （记者 肖
军 通讯员 邓永松） 2014年12月31
日， 在沅陵县银农、 银企、 银政对
接会上， 县邮储支行与增辉、 三鑫
港贸两家企业分别签订450万元、
990万元贷款协议。

据了解， 沅陵县是全国第一、
二轮金融改革试点县。 搭乘金改
“便车”， 该县建成贷款抵押、 担
保、 产业信用协会等有效平台， 有
效破解“放贷难、 贷款难”。 去年
前 11个月， 全县投放涉农贷款
26.7293亿元。

这次对接会上， 沅陵县邮储支
行推出了小额互助贷、家庭农场贷、
个人商务贷、 小企业快捷贷等10多
个“拳头”产品，供县内30多家涉农
合作社、公司、种养大户等选择。 该

行行长张晓波表示， 将通过降低门
槛、简化流程、主动服务，争取2015
年放贷1亿多元。

开办齐眉界茶叶合作社和纯净
水厂的向尚福准备建茶厂， 张晓波
当场给他吃了一颗“定心丸”：可用
700多亩茶园和水厂作抵押，申请家
庭农场贷款。 凉水井蛋鸡养殖合作
社的王铁刚想拿合作社新建办公楼
作抵押贷款， 人民银行沅陵支行副
行长谭再勋也告诉他一个好消息：
县里已出台文件， 可以集体土地使
用权证作抵押，向银行申请贷款。

“金融离我们并不远。” 沅陵
县委常委、 常务副县长谢德明给各
类经济主体支招： 规范组织建设，
重信用讲诚信， 善用金融手段谋发
展。

湖南日报1月3日讯 （记者 曹娴） “物流从业
人员整体水平不高， 专业化程度低， 已严重制约
现代物流业的快速发展。” 湖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
会执行会长尹国杰日前向记者介绍， 省物流与采
购联合会近日成立了物流教育与科技专业委员会，
发挥物流企业家代表、 省内24所高等院校物流学
科带头人等的引导作用， 加快物流专业人才培养，

助推湖南物流产业转型升级。
据了解， 该委员会将团结和组织行业精英，

对全省物流人才培养、 物流科技创新和行业热
点问题进行研究分析 ， 为政府主管部门出谋
划策 ， 为物流企业提供咨询服务。 定期开展学
术论坛， 搭建校企合作平台， 推出专业人才招聘
会。

重点项目
重点支持

湖南进出口银行30亿
元信贷支持重点项目建设

湖南日报1月3日讯（记者 胡信松 通讯
员 王晶）今天，记者从进出口银行湖南省分
行获悉，2014年该行加大对我省重点建设项
目的支持力度，累计向沪昆高铁、娄邵铁路、
长株潭城际铁路、长沙地铁1号线项目、湖南
日报传媒中心等项目提供超过30亿元的贷
款。

湖南进出口银行去年支持的华菱集团
年产150万吨汽车板银团贷款项目， 引进国
外高端汽车板生产技术，属于推进全省新型
工业化进程的重点项目，它的投产有益于满
足国内汽车板市场日益增长的需求、提升华
菱集团的产品附加值和综合竞争实力。

加大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信贷投放
力度，在已有铁路、公路、高铁、机场、地铁等
项目体系上， 新审批通过长沙地铁3号线银
团贷款10.5亿元， 实现长沙地铁开工1、2、3
号线项目融资全覆盖；通过努力争取总行支
持，为纳入国家铁路“十一五”规划的怀邵衡
铁路项目新审批贷款15亿元。

湖南进出口银行2014年累计审批重点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14个、审批金额合计80.18亿
元、已发放贷款8.67亿元。 目前分行正在积极
跟进长株潭城际铁路、娄邵铁路、石长铁路、
怀邵衡铁路等项目放款进度， 并大力推进长
沙国际会展中心、长沙地铁4号线、岳阳综保
区等重点建设项目的信贷投放。

园区兴，则工业强。 湖南进出口银行利
用政策性银行的优势，加大与市州园区建设
合作力度， 新审批通过岳阳临港新区6.78亿
元冷链物流园贷款、湘潭高新区出口基地建
设贷款4.9亿元等项目；深化与省内银行同业
合作， 牵头组织湘潭综保区6.85亿元出口基
地建设贷款，累计向衡阳综保区、湘潭综保
区等授信近20亿元支持湖南提升经济外向
度。

1月3日上午，湘江长沙综合枢纽发电机房，中国水电八局技术人员在调
试机组状态监测装置。 元旦假期，该局近200名一线职工放弃休假，为本月中
旬实现首台机组正式投入发电全力奋战。第一台机组每天满负荷可发电22.8
万千瓦时，每年可保证7万户家庭的正常生活用电。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陈庆芳 摄影报道

湖南首次试点整县（市）
推进矿产资源勘查

湖南日报1月3日讯（记者 秦慧
英 通讯员 文彬）“湖湘杯” 全国网
络信息安全公开赛决赛日前在长沙
举行， 经过两天三场比赛的激烈对
抗，最终，来自湖南佳策测评有限公
司的佳策测评队摘得桂冠。

“2013年， 我省有数以千计的
政府部门网站遭遇恶意攻击， 其他
被” 黑客“入侵的普通网站更是不
计其数。 信息安全与政府、 企业、
个人联系越来越紧密。” 省经信委
副主任李球表示， 此次比赛旨在贯
彻落实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
小组战略部署， 提高全社会对网络
信息安全的重视程度， 同时也提升
各级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信息安全保
障能力。

据悉， 本次大赛从2014年10月
启动，共吸引来自全国22个省市、自
治区、 直辖市的684支队伍、1400多
人报名参赛。 赛题涉及网络信息安
全相关理论知识及攻防技术手段，
涵盖互联网、 移动互联网以及工业
控制等领域。 经过现场攻防决赛，湖
南佳策测评队夺得第一名， 获奖励
人民币五万元。

主办方表示， 本次大赛的成功
举办，发现、挖掘、培育了一支激情
四溢、 朝气蓬勃的信息安全人才队
伍， 我省将通过此次比赛建立网络
信息安全人才库，同时，对回湘创业
的优秀人才，给予额外优惠；对入围
比赛前50名的队员， 还将作为优秀
人才推荐给相关单位。

全国网络信息安全公开赛
决赛举行

搭乘金融改革“便车”

沅陵有效破解“贷款难”加快物流专业人才培养
湘物联成立物流教育与科技专业委员会

2015,长沙燃气新变化

洋湖湿地举行新能源汽车试驾体验

湖南日报1月3日讯（记者 张湘
河 通讯员 章永恒）元旦前夕，泸溪
县环保局的空气质量监测站即时空
气质量的综合评价结果为“优”，这
意味着县城白沙镇空气质量去年全
年优良率近100%。

泸溪县城沿沅水而建， 该县坚
持工业产业建设不纳入城区规划，
从而为城市“圈”出了一片净空。 同
时，对县城实施了由外到内3个层面
的绿化，“造”出了外围的“绿化屏”，
城 区 周 边 的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到
51.52%。“植”好城中的“公共绿”，拥
有各类公园3个，大型绿化广场4个，

街头绿地及小游园11处, 人均公园
绿地面积7.1平方米。

泸溪县城白沙镇成为了名副其
实的“氧吧县城”， 城区的空气质
量达到了国家疗养区水平。 2014年
的5月， 经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
务中心和中国旅游研究院的专家
工作组测定， 白沙空气中每立方
厘米的负氧 离 子 含 量 平均值为
7371个， 为世界卫生组织定义清新
空气含量的5至7倍。 近日， 白沙
镇的沅江风光带被评为“全国首
批负氧离子高含量健康旅游示范景
区”。

为城市“圈”出一片净空
泸溪县城空气质量全年优良率近100%

（紧接1版）原来，他妈妈心脏病复发，没钱看病。 方
小燕二话不说，掏出1000元，将杏芳的妈妈送进医
院。

方小燕其实生活很拮据。
参加工作时，月工资仅10元，现在也只2100元，

至今只穿很便宜的衣服。 她为帮助学生，却花费了
两万余元。

“我最害怕，你们中哪怕有一个人
没有梦想”

有梦想才有目标。 方小燕善于鼓励每个孩子追
梦。

12岁的林良勇，经常打架滋事。 方小燕努力寻
找他身上的闪光点。 可林良勇冲着她叫；“我就是一
个小混混！ ”

方小燕不气馁。
一次，她发现值日生记录的“违反纪律”学生

中，破天荒没有林良勇的名字。 于是，她在班会上点
赞了他。

“我最害怕，你们中哪怕有一个人没有梦想。 ”
方小燕和林良勇谈心， 得知他的希望是当警察，当
即引导他：“警察是对付坏人的，你不能走到警察的
对立面去。 ”

自此，林良勇不时做点好事，方小燕每次都及
时表扬他。 渐渐地，林良勇好事越做越多，变成了好
学生。

方小燕善于扶植学生的能力特长，培育他们的
梦想之花。

2006年，有同学捡到一块手表，方小燕让丢失
手表的学生吴明说出手表的特征， 发现他思维严
密、辨别力强，并能熟练地拆开零件并复位，证明了
手表属于自己。

于是， 方小燕因势利导， 给他指出人生的目
标———当一名发明家。 2013年，吴明考上了一所大
学的物理专业，朝着梦想走去。

方小燕的学生中，考上大学的有100多人。 毕业
于南开大学的吴庆先说：“我能成为一名工程师，首先
要感谢方老师在我小学时期帮我确定的梦想。 ”

“爱学生，是老师的本分”
三宝很想报答方老师。
去年底，他从姑姑家要了一只小鸡养起来。 小

鸡长大了，下蛋了，三宝把鸡抱到了老师家。
方小燕不收：“你进步了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

母鸡你不拿回去我就不认你这个学生。 ”三宝只好
把母鸡抱回去。

方小燕说：“爱学生，是老师的本分。 我唯一要
的回报是：所有的孩子健康成长！ ”

她说，她教过的学生数以千计，让她特别欣慰
的是，每一个孩子都走在正道上，“这就是学生对我
最大的回报。 ”

学生给她的回报还有：她所教的班级，连续12
个学期，统考成绩在全学区名列第一，创造了12连
冠的奇迹；去年毕业考试，学生各科成绩的素质测
评、优秀率、合格率名列全学区第一；

她指导的学生中，先后有22人获县语文奥赛一
等奖，38人获二、 三等奖； 在科学竞赛等多种比赛
中，她的班级屡次获奖。

方小燕爱花。 乡村没有玫瑰，没有康乃馨，只有
春天里漫山遍野的映山红。 32年来，每当映山红开
放的时节，方小燕准能收到这种特别的花儿。 一代
又一代的乡村孩子，都用这样的方式，向他们最爱
的方老师，表达真挚、淳朴的敬意。

映山红，是对方老师最高的奖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