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3月27日讯（记者 陈永刚 通讯
员 王强）今天上午 ，长沙市首个国有工
矿棚改与廉租房建设相结合的试点项目
举行交房仪式， 开福区丝茅冲棚改区的
两百多户居民今天起开始回迁新家。

丝茅冲棚户区改造暨廉租房建设项
目， 是长沙市第一个国有工矿棚户区改
造与廉租房建设项目相结合的工程。 该
项目范围内原有房屋大多为长沙搪瓷
厂、长沙保温瓶厂、湖南制药厂等厂矿企
业建的工棚房及职工宿舍。 这些建于上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房屋低矮阴暗， 面积
狭小，安全隐患大，居住条件恶劣。 “以前
屋里湿气重，一到春天，地上 、墙壁上都
滴水，木头的床脚、椅子都朽坏了。 ”长沙
搪瓷厂退休工人毛瑞兰回忆说， 原来全
家人挤在厂里的筒子楼， 面积只有40来

平方米，房内阴暗潮湿，自己最大的愿望
就是能住进一套看得到阳光的新楼房。

结合该片棚户区实际情况，长沙市、
开福区政府探索把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
与廉租房建设相结合的方式，总投资2.15
亿元， 建成了安置房278套、 廉租房395
套，总建筑面积4.7万平方米，在不到2年
的时间内，实现了征收居民回迁入住，并
且向全市部分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提供
廉租房。

记者在现场看到， 这里的安置房和
廉租房虽然面积不大，但是户型周正，阳
台、厨卫、水电、煤气齐全，并做了简单内
装修，可以实现“拎包入住”。 小区内有花
坛、 健身设备等， 还将引入社区物业管
理。 项目指挥部指挥长熊建伟介绍，廉租
房的房租每平方米每月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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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史学慧 欧金玉

近日，益阳市不少参加驾驶员
考试的学员向本报反映，尽管他们
已经向驾校交清了培训费和考试
费，但到驾考时，驾校还要收取一笔
不菲的费用，并说是上面要求收的，
这让他们无法承受。 这笔钱到底是
谁要收的，收了归谁？3月21日，记者
特地赶到益阳进行调查。

学员：驾考前被索高额费用
一名姓张的学员告诉记者 ，

最近， 他在益阳城市驾校报名参
加驾考， 驾校收取了学员培训费
及考试费共2680元。 谁知到参加
场内考试时， 教练竟还强制要求
收取425元的食宿费 、 保险费等
等，还说是考试中心要求收的。 而
城市驾校离考试中心只有几百米
远， 学员考试根本不需要提供食
宿。 况且学员被迫交了这些费用
后， 也没有享受考场提供的任何
食宿。 另外，场内补考时，按规定

最多交130元补考费就行了，可教
练又要收取480元的费用，说法同
上面一样。 对此，众学员均十分气
愤。 事后，学员向考试中心咨询，
考试中心说食宿费等费用是由一
家名为宏盛实业公司收取的 ，与
考试中心无关。

为印证学员的说法， 记者以
一名报名者的身份， 到益阳市交
通驾校向工作人员咨询收费事
宜。 果然与投诉者说的一样，且这
些费用非交不可。

交警：严格按标准收费
到底是谁在收取这些费用 ？

带着疑问， 记者与益阳市公安局
交警支队取得联系。 他们介绍说，
驾考的费用主要有3种：

一种是行政事业性收费 ，这
是由交警部门收取的。 对此，该支
队是严格按省政府财政、 物价部
门发文确定的标准收取考试费和
工本费，共计610元。 场内补考也
是按文件规定的标准， 第一次补

考免费 ， 第二次补考按130元的
80%收费，第三次及以后的补考都
按130元的60%收取。 场外考试免
费补考一次，此后每次按260元收
取补考费。 除此之外，交警不收取
其它费用。

第二种是驾校的培训费 ，从
目前来看， 益阳市各驾校培训费
为2000多元。

第三种是考场收取的服务
费。 益阳考场是市政府招商引资
的重点项目之一， 于2005年建成
并使用，投资方为宏盛实业公司。
该公司收取的考前训练费和食宿
费等，都是服务性收费，应当是学
员自愿的。 如果该公司有违规行
为，学员可以向相关部门举报。

考场投资方承认
强制收取了服务费
服务性收费为何成了强制性

收费呢？ 记者又采访了经营考场
的宏盛实业公司的杨老板等人 ，
他们承认， 他们确实向考生强制

收了包括考前训练费、食宿费、模
拟考试费、保险费等服务费，但数
目是355元， 而不是考生所反映的
480元甚至更高， 原因是驾校从中
加了码。据了解，全市50多所驾校，
只有一所是按355元收取的。

对于为何要强制收取服务
费，杨老板也大吐苦水：公司投巨
资建成考场，但没经营多久，去年
10月上面又要求改为红外线考
试， 公司再次投入了巨额资金进
行改造。 但交警部门返回给他们
的场地租赁费只有每人26元。 按
此标准，公司根本无法经营下去。
他们多次向物价部门申请， 希望
提高场地训练费的收费标准 ，但
迟迟没有批下来。

据了解，目前，公安、交警等部
门正在对此事进行调研， 考虑给
公司增加投资。 针对学员的不满
情绪，杨老板表示：以后将取消强
制收取的食宿费， 考前训练费也
采取自愿收取， 收费标准报物价
部门批准。

谁在推高驾考收费
已经交了考试费，驾考时又要交费，记者赴益阳追踪调查———

热线电话：18907312110

600多住房困难户喜迁新居
长沙首个国有工矿棚改与廉租房建设结合项目竣工

领 到
新房 “钥
匙” 的回
迁居民喜
笑颜开。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本报3月27日讯（记者 张尚武）春日暖
阳，气温回升，又到新茶飘香时。 在蓝山县
百叠岭， 茶园嫩芽吐翠， 采茶女工巧手翻
飞，每天采摘150多公斤，炒制“明前茶”，抢
先在广州、长沙的高档茶楼上市。

革命老区蓝山县，由于地处山区，直到
上世纪末， 这里的农民年纯收入依然低于
全省平均水平。2007年，县委、县政府支持当
地能人雷沅传，在百叠岭一带新办茶园，带
动革命老区发展茶业经济。

地处五岭山区的百叠岭，100余个山头海拔
600米至950米，是湘南最具优势的名优茶产地。
雷沅传联合11个老板，成立三峰茶业股份公司，
投资5000多万元，在百叠岭新开发茶园2500亩。

据省内著名茶叶专家包小村介绍，百叠
岭一年250天以上有雾，露水滋润，日照强，
冬季无严寒，春季回温早，新茶可比全省其
他地方提早半个月采摘上市。

今年，百叠岭茶园全面进入采摘期。3月17
日以来， 每天上百叠岭采茶的当地女工达100
多人，每采嫩芽1公斤，公司即支付120元的采
摘费。 10天内，三峰公司已赶制“明前茶”410公
斤，产值300多万元。 雷沅传称，今年公司头季
名优茶可产15吨，产值可达1500多万元。

按县委、县政府的规划，5年内，蓝山县
开发茶业经济带，以百叠岭为中心，依托红
色旅游资源，打造亿元茶产业，让老区百姓
脱贫致富。

新芽吐翠百叠岭

全省最早“明前茶”上市

本报3月27日讯（记者 孙敏坚）今天上
午， 全省创先争优活动宣传工作会议在株
洲召开。会议强调，各级宣传部门和新闻媒
体要及时报道全省各级各部门创先争优的
生动实践和典型经验， 为迎接党的十八大
胜利召开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2011年以来， 全省各新闻媒体围绕中
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主题活动开展创先争
优宣传，开辟“时代先锋”、“时代楷模”、“我
身边的优秀共产党员”专栏，全面宣传各地
创先争优活动的成功做法、 工作成效和典
型经验。 其中省直主要媒体发稿9500多篇，
市州和县级媒体发稿5.5万篇， 为创先争优
活动深入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舆论支持和
精神动力。

会议表彰了一批全省创先争优活动宣传
工作先进单位、先进个人及优秀新闻作品。 本
报被评为先进单位，本报记者蒙志军、孙敏坚
被评为先进个人，本报《洪峰浪尖勇争先》、《创
先争优走在前》2篇稿件被评为优秀新闻作品。

6万余篇稿件
助威创先争优

本报获评“创先争优活动宣
传工作先进单位”

� � � � (上接1版①)
事实上，在平常与点滴之间，

真和善， 并不需要惊天动地的伟
绩，也不需惊涛骇浪的冲打，没有
大是大非的考验， 也无关生存毁
灭的抉择， 只是简单到多为别人
考虑一点、 对弱者报以同情和鼓
励、 向需要帮助的人施以援手。
这，就是在践行雷锋精神。

半个世纪以来，雷锋精神之
所以能激发亿万中国人最广泛
的共鸣，正是因为他是深藏于每
个人内心之中的一种精神因子。
乐施向善、升华境界、爱岗敬业、
忠诚坚守之类的美德，本来就是
社会成员共同的向往和追求。雷
锋的伟大，在于将它们自觉践行
于自己的生活、工作之中，并把
它作为享受快乐的过程。

雷锋精神的意义在于，在平
凡与伟大、个人与社会、生活与
理想之间找到了结合点。雷锋精

神已经成为热心公益、 乐于助
人、扶贫济困、见义勇为、善待他
人、奉献社会的代名词。 让灵魂
靠近雷锋精神，就应该像雷锋一
样“存好心、做好事、当好人”，就
应该像雷锋一样，在工作生活中
向上、向善、向美。

“三月来、四月走”，曾是不
少人在学雷锋实践中难以解开
的心结。因此，要让雷锋这面道
德的旗帜拥有 “常住户口”，让
它成为每一个社会成员共同坚
守的精神家园， 就必须在践行
雷锋精神中舍弃功利思维 ，扬
弃 “短促突击” 式的 “活动方
式”，践行于点滴之间 ，让学雷
锋常态化、日常化。

沿着向善的方向，着眼身边
细微点滴，是践行雷锋精神的基
本准则。 无论是上街义务劳动，
还是搀扶老人过街，无论是危难
之时的果敢伸手相援，还是平淡

生活中的持久坚守，无一例外都
是践行雷锋精神重要的形式。只
要出于自觉自愿而不图回报，在
日常生活中自觉实践、 主动实
践、持久实践，从点滴做起、从自
己做起、从当下做起，就是让灵
魂靠近雷锋精神，让雷锋精神流
入道德血液的过程。

一滴水， 可以反映出太阳
的光辉。 雷锋“出差一千里，好
事做了一火车”。 而他所做的大
多是一般人或多或少能做的平
凡事情。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一
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 难的是
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 雷锋
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伟大精神 ，
就在于他做到了这一点。

在物质享受面前， 不让心
灵凋敝，在个人得失面前，让行
动避免算计；从点滴践行，从身
边做起， 就能让学雷锋常态化
找到坚实的落脚点。

(紧接1版②)他说：捂住报头，他
都不敢相信这是一份省级党
报。 既有时代感，又非常漂亮。
报纸采用了当下流行的窄幅 ，
头版横标题、主图漫画，两边标

题新闻做导读 ， 相当吸引读
者 。 他说 ， 新时代的主流媒
体，要增大有效传播，不仅要借
助新媒体，依靠新科技，更要导
向正确，新闻真实。 尤其重要的

是，要通过各种举措，让记者们
不断增强实现这种要求的内在
动力。 这样，我们才能加大主流
舆论的声音， 为党的十八大营
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