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1月20日，省商检技术人员对集装箱进行封闭式熏蒸消毒。当天，中南地区第一台最先进的“移动式微电脑施药
器”在长沙新港投入使用，结束了商检开箱施药消毒熏蒸的历史。 胡富君 洪琳 摄影报道

� � � �本报1月20日讯（记者 陈薇）今天，由长沙市
文联、长沙市文广新局、长沙市旅游局等单位联合
主办的“长沙古韵·秦卓夫书法作品展”在长沙美
庐美术馆开幕。 省政协副主席、 省文联主席谭仲
池，老同志文选德、王汀明出席了开幕式。

秦卓夫，湖北省公安县人。湖南省书协会员，
湖南省名人书画馆馆员， 长沙市委老干部书画协
会名誉会长。其书法深植传统，主攻行书、草书，兼
攻篆书，笔法娴熟，篇法谨严。部分作品被国内多
家博物馆、美术馆等机构收藏。此次展出的150余
幅作品是秦卓夫以历代名人歌咏长沙诗词为题材
所创作而成， 旨在展现历史名城长沙的山水人文
和千古风韵，促进书法艺术的学习和交流。该展览
持续至1月26日结束。

� � � �本报1月20日讯（记者 陈
薇）今天，由湖南日报报业集团
主办， 湖南省三湘书画院承办
的 “新加坡著名油画家曾庆昌
油画展”在省画院隆重开幕。省
政协副主席、 省文联主席谭仲
池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社会各
界人士300余人参观展览。展览
共展出油画精品48幅， 画家以
中国山水为创作题材， 在艺术
创作上大胆融合中西方特色，
色彩明丽，浑厚沧桑。

曾庆昌 （英 文 名 CHING
HING KANG），1944年 出 生 于
马来西亚吉隆坡， 祖籍中国海

南。1966年毕业于新加坡南洋美
术专科学校， 现为新加坡最具影
响力的画家之一。 他是新加坡钱
币设计者之一、 新加坡国花胡姬
花图案设计者， 其作品多次参加
国际性大展，荣获奖项，并被多个
国家艺术馆、博物院永久收藏。

近年来，曾庆昌寄情故乡山
水，在新疆、四川、云南、湖南等
地行走、采风，创作了一大批艺
术作品 。《丝绸之路 》、《黄土高
坡》、《九寨沟》、《张家界》等系列
作品，题材新颖，意境高远，成为
其艺术事业的又一代表作。该展
览为期10天。

本报记者 王文隆

春节临近，如何既享受烟花爆竹
带来的喜庆欢乐，又杜绝燃放安全事
故的发生？1月20日是全国烟花爆竹
燃放安全集中宣传日，在浏阳活动会
场，记者就此采访了国家安全生产专
家、全国大型焰火燃放专家、浏阳市
公安局危爆大队民警罗建社。

罗建社认为， 安全燃放烟花爆
竹必须做到三点， 即购买合格的产
品，选择符合安全要求的燃放场地，
掌握正确的燃放方法。

“燃放烟花爆竹，产品质量是关
键 。”罗建社说 ，消费者应购买具有
合法资质的烟花爆竹生产经营企业
的产品。烟花爆竹必须经检验合格。
同时他建议消费者要选择单发规格
小于1.2寸（30㎜）、单发含药量小于
25克的产品。

燃放场地如何选择？罗建社说，
应该选择在室外空旷、平坦、无障碍
的地方燃放 ，不得在室内 、楼道 、阳
台上燃放，或在繁华街道、影剧院等
公共场所和古建筑、山林、高压线下
以及靠近易燃易爆物品的地方燃

放。还要做到：与观众（包括燃放者）
和易燃性物品的距离一般应大于产
品发射高度1.5倍。

怎样正确燃放烟花爆竹？ 罗建
社介绍 ，燃放喷花类 、礼花类 、组合
类 、旋转类烟花产品时 ，应竖立 、平
稳地放置在干燥平坦的地面， 保证
不倒筒；爆竹应离地悬挂燃放；双响
炮应竖直固定在地面，不得横放；吐
珠类烟花若需手持燃放，应用食指、
中指及拇指掐住筒体尾端， 底部不
要朝掌心方向，点燃后伸直手臂，火
口朝天，尾部朝地，对空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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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1月20日讯 （记者 何国庆）今
天，记者从省教育厅获悉，省委办公厅、省
政府办公厅日前公布了2012年县级教育
工作两项督导评估考核和教育强县市区
视导及县级政府职业教育工作督导评估
结果。 望城区等20个县市区政府教育工
作、黄佳惠等40名县市区党政主要领导教
育工作实绩被评为优秀等次；凤凰县政府
因职业教育工作存在较突出问题，被责令
限期整改。

2012年，省委组织部、省教育厅、省政
府教育督导室组织对全省43个县市区政

府进行了教育工作两项督导评估考核(教
育工作及其党政主要领导教育工作实绩
督导评估考核)， 对全省20个县市区人民
政府教育强县市区创建工作开展了视导，
对全省37个县市区政府职业教育工作进
行了督导评估。

经评估考核， 望城区等20个县市区
政府获教育工作督导评估优秀等次；宁
乡县等12个县市区政府教育强县市区创
建工作被评为优秀等次；祁东县等6个县
市区政府职业教育工作被评为优秀等
次。 教育工作和党政主要领导教育工作

实绩被评为合格等次的有衡阳县等22个
县市区政府和肖顺生等42名县市区党政
主要领导； 耒阳市政府等30个县市区政
府职业教育工作被评为合格等次。

通过省政府教育督导室复查，2011年
考核评估后要求整改的鹤城区政府、宜章
县政府的教育工作、职业教育工作评估认
定为合格等次，其党政主要领导的教育工
作实绩考核认定为合格等次。

2012年5月省督导评估组发现，凤
凰县职业中专原有的校园校舍改为民
办普高，现与县进修学校合并办学，没

有独立的办学场所， 在校生规模只有200
多人。全县的普职分流比严重失调。后经
复查仍不合格，被责令限期整改，今年重
新接受教育工作两项督导评估考核和县
级政府职业教育工作督导评估。

省委、 省政府决定对此次被评为优
秀等次的县市区政府和个人按有关规定
给予奖励。

2012年教育督导评估结果公布
●望城区等20个县市区政府荣登优秀榜 ●凤凰县政府因职教问题被责令限期整改

� � � �本报1月20日讯（记者 孙敏
坚 通讯员 汤伟） 今天上午，一
场特殊的公开选拔省属国有企
业高管考试在长沙举行。在选拔
湖南新天地投资控股集团下属
一子公司副总经理的面试考核
中 ，考生根本见不到考官的 “庐
山真面目”。

记者在现场看到，作为考场
的两个房间被一张特殊的镀膜
玻璃隔开，一间房里是参加无领
导小组讨论面试的5位考生 ，另
一间房是8位专业评审考官和邀
请前来监督的观察员。考官可以
通过玻璃看到各位考生在没有
外界干扰下的真实表现，考生却
看不到考官，也无法与考官进行
任何接触和交流。

省委组织部公选办负责
人告诉记者，今年全省组织部
门将重点做好省属国有企业、
高等院校领导干部公开选拔
工作。为进一步提高公开选拔
工作的科学性和公正性，省委
组织部专门建设了一套现代
化的测评硬件设备，最大限度
地降低考官、工作人员等外界
环境对考生的影响。此次省国
资委监管企业———湖南新天
地投资控股集团拿出了8个重
要经营管理岗位进行公开招
聘 。作为试点 ，省委组织部公
选办首次在此次公开选拔的
面试环节启用这套高科技设
备，并有望在今后的公开选拔
省管干部工作中推广使用。

� � � � 本报1月20日讯 （记者 乔伊蕾 通讯员 罗
当）今天上午，由省委办公厅书画协会主办，长沙
市委办公厅、 长沙市老干局和长沙县委办公室承
办的送春联下乡活动在长沙县暮云镇举行。 老同
志刘夫生、沈瑞庭、罗海藩与我省30余名知名书法
家一起，现场挥毫泼墨，展纸作画，给村民们送上
千余副春联。

“百世岁月当代好，千古江山今朝新。横批：万象
更新。”60岁的农民张新良挑选到一副春联认真诵读
后，高兴地告诉记者，这副春联写到了我们心坎里。

� � � �本报1月20日讯 （记者 陈
永刚） 求职难难在哪？ 用人难
如何解决 ？今天下午 ，国内100
多名专家、教授、企业高管汇集
长沙，参加“中国本土企业人力
资源管理理论与实践应用研
究”学术研讨会。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陈叔红等出席。

本次研讨会由省人力资源
管理学会与省经信委联合主

办。多名来自学界、研究机构和
企业界的知名专家学者， 探讨
了当前中国的人力资源发展现
状， 就促进人力资源管理的科
学化、民主化和现代化，推动人
力资源管理理论与企业实践结
合等内容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
究讨论。

陈叔红等在研讨会上作了
主题演讲。

考生面试 “不见考官”
投入新设备确保公选公正

千副春联送下乡
专家长沙研讨人力资源管理

合格的产品 空旷的场所 正确的方法

专家教你放焰火

秦卓夫书法展在长举行
曾庆昌油画展在长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