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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干流
禁渔3个月

本报4月1日讯 记者今
天从省渔政部门获悉，根据
省政府规定， 从4月1日12
时起， 湘江干流进入为期3
个月的“禁渔期”。

禁渔期间，在湘江干流
永州市零陵区老埠头至岳
阳市湘阴县濠河口（包括永
州、衡阳、湘潭、株洲、长沙、
岳阳）670公里水域，要做到
“江中无渔船， 岸边无网
具”， 禁止所有捕捞及相关
损害湘江鱼类的行为。国家
级和省级水产原种场因采
捕湘江天然水产苗种、有关
科研调查确需进行捕捞的，
报经省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
批准即可。

另悉，当天，湘江水生生
物增殖放流启动仪式在长沙
市橘子洲举行， 今年湘江将
放流鱼苗2.5亿尾。 此次活动
除投放“四大家鱼”大规格鱼
种200万尾外， 省水科所、省
水产原种场分别提供湖南特
种鱼类湘华鲮2万尾、胭脂鱼
5万尾， 背瘤丽蚌10万只，全
部放流湘江。

■记者 张尚武
通讯员 武深树

大河西交通枢纽周边
启动安全隐患整治

本报4月1日讯 长沙大河西交通枢纽
周边环境综合整治行动今天正式启动，为
期2个月，整治范围为枫林路以北、桐梓坡
路以南、西二环以西、湘仪社区以东的商
贸城片区，其中望城坡街道商贸城社区及
涧塘社区为重点整治区域。

望城坡街道商贸城片区人口密度较
大、商家云集。该片区建筑物防火间距严
重不达标，背街小巷无消防给水，消火栓
先天缺失严重， 存极大消防安全隐患。各
类弱电网线违章交越、 交织搭挂现象严
重，经常大把网线沉落在地。此外，片区交
通循环不畅、秩序乱、停车难，违法建构建
筑达8.35万平方米，广告招牌违规、店外
占道经营等问题严重。

此次将重点对上述现象进行专项整
治。同时，通过绿化瘦身等，增建公共停车
场，并划定区域规范小车、货车的停放。

■记者 陈月红

87县市公立医院
取消药品加成

本报4月1日讯 全省第三批75个县
（市）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正式启动，包
括前两批12个试点县市， 全省所有87个
县（市）县级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政策，
实现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全覆盖。

按改革方案，全省所有县级公立医院
药品（中药饮片暂除外）实行零差率销售，
医院补偿由服务收费、药品加成收入和政
府补助三个渠道改为服务收费和政府补
助两个渠道。各县（市）对医院取消药品
加成所减少的合理收入， 按照“总量控
制、结构调整、有升有降、逐步到位”的
原则， 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综
合考虑取消药品加成、 医保支付能力、
群众就医负担以及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等因素合理调整价格， 逐步理顺医疗
服务比价关系，合理提高诊疗、手术、护
理、床位和中医服务等项目价格，降低药
品和高值医用耗材价格，降低大型医用设
备检查和治疗价格。

■记者 洪雷 通讯员 陈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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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可网上看庭审直播
省高院决定在全省法院开展庭审网络

视频直播活动。今后，无需到审判庭现场，
通过湖南法院网、 中国法院庭审直播网可
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记者 王智芳

湘潭推进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
湘潭农业今年将着力打造“一区三

圈三带十园”，全力推进国家现代农业示
范区建设。突出抓好粮食、生猪、蔬菜、特
色种养等四大产业建设。■记者 刘晓波

衡阳石鼓冲刺禁毒攻坚战
记者1日从衡阳市公安局石鼓分局获

悉， 百城禁毒会战现已进入冲刺阶段。截
至上月，共刑事拘留96人，缴毒13000余克，
查处吸毒人员810名。 ■实习记者 张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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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1日讯 烟波浩
淼，似幻似梦。翻过青山，绕
过白塔，身着一袭红嫁衣的
翠翠， 乘着喜轿款款而来，
宛如一朵杜鹃花绽放在夜
空。世界首部改编自文学名
著的大型实景演出《边城》
今天在凤凰古城首演，现场
观众领略了独特的湘西民
俗、民乐、民情。同时，“《边
城》·凤凰全球摄影擂台赛”
正式启动，100万元的单项
奖刷新了世界摄影史纪录。

14个年头的酝酿，12个
月的精致打磨，208名演员
倾情演绎，3769件银饰，502
套服装……这些数字 ，让
《边城》 未经推出便广受期
待。

《边城》 改编自沈从文
的同名小说， 剧情围绕翠

翠、爷爷、傩送、天保展开，共
分拉拉渡（序），身世、初萌、
端午、灵犀、魂诉、渡缘六幕，
以及等你（尾声），时长约75
分钟。

“无论是文化价值，还
是艺术价值，《边城》毋庸置
疑坐上中国旅游演艺的头
把交椅。”《边城》 出品人、全
国人大代表、湖南凤凰古城
文化旅游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叶文智说，“在中
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道路上，
再也不能单纯地去追求规
模，而要追求质量和品质。”

“它浓缩了我从艺一生
的追求。”执导《边城》的余大
鸣是国家一级编导， 曾获
“中华导演奖” 等多项国家
级大奖。剧中，她重现了许
多业已消失的湘西民俗，并

用舞蹈、音乐、特技等表演
形式，融合声、光、电、水等特
效，还原了一个活着的《边
城》。此外，音乐总监、舞美总
监、服装总监等，都是享誉
国内外的名家。

同时启动的“《边城》·凤
凰全球摄影擂台赛”，100万
元大奖，只为1件作品。据了
解，这是世界摄影史上最高
的单项奖。“最高奖励就是
为了保护我们的事业与梦
想。”叶文智说。

这次比赛由省摄影家
协会和湘西烟雨凤凰旅游
演艺有限公司主办，面向全
球展开，截至5月20日前，参
赛者自行前往凤凰拍摄创
作。 比赛的总奖金将近200
万元，5月30日，所有奖项将
向全球公布。 ■记者 赵玲

208名演员凤凰首演“边城”
同时启动全球摄影擂台赛，单项奖最高百万

小学生捐零花钱
支持护鸟行动

本报4月1日讯 劝君莫
打三春鸟， 子在巢中盼母归。
长沙市第34届“爱鸟周”今天
启动。岳麓区博才咸嘉小学的
学生们将1200元爱心款捐赠
给市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用
于支持开展保护鸟类工作。

“爱鸟周”活动期间，该
协会将安排科普讲师前往各
大学校讲课， 在各学校开展
鸟类科普及摄影展览， 并组
织自然观鸟活动。想参与“爱
鸟周” 活动的学校也可通过
本报热线96258报名。

■记者 陈月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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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的“互联网+”行动
计划又将新添一把火。4月2
日，以“移动互联网+”为主
题的“2015移动互联网岳麓
峰会将在长沙举行，这也是
移动互联网的湘军论坛。数
百位行业领袖、湘籍移动互
联网企业家将针对社交、游
戏、金融、新媒体、投资等多
方面展开讨论，多角度剖析

移动互联网时代给各行各
业带来的改变和创新。

本次移动互联网岳麓
峰会为期两天，活动包含独
领风骚的移动湘军创业篇、
创新篇、创投篇三大分会场
活动和金蝶长沙基地开放
体验日、移动互联网驱动教
育变革交流会等六大企业
主题活动。

活动除了吸引熊晓鸽、
姚劲波、李新宇等湘籍移动
互联网行业的风云人物外，
还拟邀请小米创始人雷军，
宽带资本董事长、亚信集团
董事长田溯宁，北京陌陌科
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CEO
唐岩等行业“大佬”参加，他
们将带来精彩的主题演讲。

■记者 杨田风

移动互联网湘军论坛今日开启
为期2天，六大主题活动 行业“大佬”将带来精彩演讲

2014年可谓长沙移动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元年”，这也与湖南高度重视移动互联网产业的
发展息息相关：省、市、区三级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扶持移动互联网产业政策及措施，着力
打造新的千亿产业集群，力争让长沙成为继北京、上海、深圳、成
都之后的全国移动互联网创业“第五城”。截至目前，长沙已有移
动互联网企业600余家，其中去年新增企业400多家，全市移动互
联网产业实现经营收入120余亿元，同比增长120%以上。

长沙南湖路隧道
恢复通车

本报4月1日讯 今天下午4时30分，因
事故受损封闭维修一周的长沙南湖路湘江
隧道西往东方向恢复正常通行。

3月24日凌晨， 南湖路隧道西往东方
向发生交通事故， 一辆违规闯禁的渣土车
肇事，导致隧道内消防管道、防火板等设施
受损严重。事故发生后，南湖路隧道施工维
修方中铁隧道集团组织30多名工人加班加
点， 逐一对隧道内的受损设施进行全封闭
抢修，现已基本修复。

据初步估计， 此次隧道被撞损失约达
70多万元，肇事司机曹某现已自首，正接受
进一步处理。 ■记者 陈永刚

出行

长沙一年新增400多家移动互联网企业

4月1日晚8时，大型山水实景舞台剧———《边城》在凤凰古城首演。 记者 李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