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24日，长
沙 岳 南 路 小 学
的 学 生 在 体 验
防火服 。 当天 ，
长 沙 市 岳 麓 区
交警 、消防部门
共同开展 “中小
学 生 安 全 教 育
日”活动。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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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锐

据新华社3月24日报道 ，
新疆阜康市郭先生去银行取
了趟钱， 前后大约两个小时，
因为违章停车， 车被城建监
察大队拖走， 并且依据《城市
道路管理条例》中相关规定，
将被处以5000元的罚款。

在各大城市，机动车乱停
乱放的现象被人们诟病已久。
谁有权对违章停车进行管理？
在普通公众眼中，应属于交管
部门。可是，违章停车不仅仅
侵犯了交通安全，也影响了市
容市貌，因而近年来各地城管
部门也开始对违章停车执法。
此外，违章停车还对城市道路
管理造成了妨碍，违章停车仿
佛与城建部门也有点联系。

违章停车确实侵犯了多
重权益， 由于没有对各执法
主体的具体执法范围进行明
确划分， 造成各执法主体权
责不明，进而产生“谁都不愿
意管”或者“谁先抢到归谁管”
的执法乱象。可是，行政处罚
须遵循“一事不二罚”的原则，
《行政处罚法》 规定，“对当事
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
予 两 次 以 上 罚 款 的 行 政 处
罚。”没有明确执法界限、没有
沟通机制的多头执法，显然难

以保证违章停车者不承受重
复处罚。

同时，行政处罚还须遵循
比例原则 ， 也即过罚相当原
则。行政主体对违法行为人适
用行政处罚时，所科罚种和处
罚幅度要与违法行为人的违
法过错程度相适应，既不轻过
重罚，也不重过轻罚。具体到
《行政处罚法》 为：“设定和实
施行政处罚与违法行为的事
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
程度相当。”违章停车两小时，
就被罚款5000元，显然违反了
比例原则。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交
管部门可以对违章停车者处
2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当
地城建监察大队的执法依据
是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 》，对
“擅自占用道路”等行为，有关
部门可以处以2万元以下的罚
款。可是，如果比较一下所列
举的违法行为，“擅自挖掘城
市道路”、“擅自在城市道路上
建设建筑物”、“擅自在桥梁或
者路灯设施上设置广告牌”等
等，显然比临时的违章停车要
严重得多。

没有明确的执法界限，权
力缺乏制度的束缚，自然难免
违停两小时就被罚5000元的
执法乱象。

省委管理干部任前公示公告
为了加强对干部选拔工作的监督， 提高识别和任用干部的准确程度， 现对

省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的下列30名拟任职人选进行任前公示：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反映和举报拟任
职人选思想作风、道德品质、工作能力、
廉政勤政等方面的情况和问题。 举报人
可以通过信函、电话、网络举报或到受理
举报地当面举报。为便于了解情况，请举
报人签署或告知本人真实姓名和工作单
位。所举报的问题，必须真实、准确，内容
尽量具体详细， 并尽可能提供有关调查
核实线索。 严禁借机造谣中伤， 串联诬
告。举报人将受到严格的保护。

受理举报时间：2013年3月26日至
2013年4月1日

受理举报单位： 湖南省委组织部
干部监督处、举报中心

受理地点：省委大院一办公楼
专用举报电话：0731-12380

� � � �举报网址：www.hn12380.gov.cn
� � � �邮政编码：410011

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
2013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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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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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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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职务

政治
面貌

现任职务 拟任职务

曾超群 男 汉
湖南
邵东 1975.09 在职

研究生
管理学
博士

中共
党员

长沙市天心区委
副书记 、 区人民
政府区长

长沙市天心区
委书记

周 骥 男 汉 湖南
耒阳 1963.08 中央党校

大学
工商管理

硕士
中共
党员

衡阳市国土资源局
局长、党组书记

衡阳县委书记

周 建 男 汉
湖南
衡阳
县

1966.10 中央党校
大学

中共
党员

衡阳市雁峰区委
副书记 、 区人民
政府区长

衡山县委书记

程少平 男 汉 湖北
石首 1965.03 中央党校

大学
中共
党员

衡东县委副书记、
县人民政府县长

衡东县委书记

雷高飞 男 汉 湖南
常宁 1970.01 中央党校

研究生
中共
党员

祁东县委副书记、
县人民政府县长

祁东县委书记

符成安 男 汉
湖南
耒阳 1961.12 中央党校

大学
中共
党员

衡阳市珠晖区委
副书记 、 区人民
政府区长

衡阳市珠晖区
委书记

胡海军 男 汉 湖南
长沙 1971.10 在职

研究生
经济学博士
高级工程师

中共
党员

湘乡市委副书记、
市人民政府市长

湘乡市委书记

向 敏 男 土
家

湖南
桑植 1967.07 大学 法学学士 中共

党员
韶山市委副书记、
市人民政府市长

韶山市委书记

刘永珍 女 汉
湖南
湘潭 1968.07 省委党校

研究生
中共
党员

湘潭市雨湖区委
副书记 、 区人民
政府区长

湘潭市雨湖区
委书记

郑再堂 男 汉
湖南
新宁 1963.12 中央党校

大学
中共
党员

邵阳市双清区委
副书记 、 区人民
政府区长

邵阳市双清区
委书记

秧 励 男 苗 湖南
花垣 1966.04 中央党校

研究生
副教授 中共

党员

岳阳市岳阳楼区
委副书记、区人民
政府区长

岳阳市岳阳楼
区委书记

田文静 男 汉
湖南
湘阴 1966.01 大学 文学学士

中共
党员

岳阳市云溪区委
副书记 、 区人民
政府区长

岳阳市云溪区
委书记

王洪斌 男 汉 湖南
华容 1967.01 中央党校

大学
助理

农艺师
中共
党员

平江县委副书记、
县人民政府县长

平江县委书记

黄俊钧 男 汉 湖南
岳阳 1964.01 在职大学 中共

党员
岳阳市国资委主
任、党委书记

临湘市委书记

董 岚 女 汉
湖南
衡东 1972.10 研究生 法学博士

中共
党员

常德市鼎城区委
副书记 、 区人民
政府区长

石门县委书记

杨琦明 男 汉 湖南
津市 1964.06 中央党校

大学
中共
党员

石门县委副书记、
县人民政府县长

临澧县委书记

宋云文 男 汉 湖南
常德 1963.08 在职大学 中共

党员
汉寿县委副书记、
县人民政府县长

安乡县委书记

刘卫兵 男 土
家

湖南
慈利 1970.03 中央党校

研究生
中共
党员

桑植县委副书记、
县人民政府县长

桑植县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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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 军 男 汉 湖南
益阳 1967.01 大专 公共管理

硕士
中共
党员

桃江县委副书记、
县人民政府县长

南县县委书记

杨光鑫 男 汉 湖南
益阳 1962.04 大学 中共

党员
安化县委副书记、
县人民政府县长

安化县委书记

肖拥军 男 汉 湖南
隆回 1966.10 省委党校

研究生
中共
党员

洞口县委副书记、
县人民政府县长

邵阳市北塔区
委书记

罗建南 男 汉 湖南
隆回 1962.09 中央党校

大学
中共
党员

邵东县委副书记、
县人民政府县长

城步苗族自治
县委书记

杨陵俐 男 汉 湖南
沅陵 1961.08 中央党校

大学
中共
党员

会同县委副书记、
县人民政府县长

会同县委书记

熊安台 男 汉 湖南
澧县 1964.12 大学 工学学士 中共

党员
怀 化 市 民 政 局
局长、党组书记

怀化市鹤城区
委书记

卢向荣 男 汉 湖南
桃江 1963.03 大学 工学学士 中共

党员
永顺县委副书记、
县人民政府县长

保靖县委书记

颜长文 男 苗 湖南
龙山 1969.03 大学 文学学士 中共

党员
凤凰县委副书记
（正处级）

凤凰县委书记

杨彦芳 女 苗 湖南
泸溪 1973.12 省委党校

研究生
中共
党员

古丈县委副书记、
县人民政府县长

古丈县委书记

彭正刚 男 土
家

湖南
保靖 1963.07 省委党校

研究生
中共
党员

龙山县委副书记、
县人民政府县长

龙山县委书记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籍贯 出生
年月

学历 学位或专业
技术职务

政治
面貌

现任职务 拟任职务

段云鹏 男 汉 湖南
洪江 1962.05 在职大学 中共

党员
沅陵县委副书记、
县人民政府县长

通道侗族自治
县委书记

钦代寿 男 侗
湖南
洪江 1963.07 在职大学

中共
党员

通道侗族自治县
委副书记、县人民
政府县长

靖州苗族侗族
自治县委书记

本报记者 朱智 邹靖方
通讯员 曾立军 刘园园

中邮人寿入湘来
首日业绩让人惊叹

3月18日，中邮人寿落子湖南，其第
13家省级子公司———湖南分公司揭牌
营业，至此，入湘展业的中外保险公司
达到45家。有人戏言：保险门店多如米
店，后来者只怕难分一杯羹。中邮人寿
这个后来者能否在三湘大地站稳脚跟，
不少人包括业内人士都拭目以待。

中邮人寿开业当天交上了一份令
人惊叹的答卷：首日投保金额达8800万
元，在中邮人寿全国所有省级子公司开
业业绩排行榜中，居第二位。

湖南分公司总经理陈友云3月25日
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根据国家保监会
对中邮人寿提出的“先基础，先模式，先
合规，再发展”的要求，公司打算先试先
磨合，规范管理，先走稳，再跑步。目前
全省2030个邮政金融网点， 只有1600
个经严格考核后获准开展保险业务，业
务人员全部通过了上岗培训和考试。

小额保险作用大
广袤农村有市场

中邮人寿与众多先期入湘的保险
公司开展竞争，阵地不在城市，目光瞄
准的是广大农村市场，以小额保险为主
打产品的中邮人寿保险农村市场巨大。

中国保监会下发的有关资料显示，
印度、孟加拉国、菲律宾等发展中国家，
根据农村人口缺乏保险保障的实际情
况，以多种形式在农村引入小额保险业
务，取得了较快发展，成为解决农村人
口保险保障的一种有效手段，引起了国
际社会的高度关注。目前，全球有100多
个发展中国家，都在探索用小额人身保
险，为低收入人群提供保障服务。

2008年6月， 中国保监会在山西、河
南等9个省区试点农村小额人身保险；
2009年将试点范围扩大到19个省（区），
湖南位列其中；2012年7月在全国全面推
广，共有10多家保险公司开展这项业务。

2009年9月， 以小额人身保险为主
要险种、扎根农村市场的中邮人寿应运
而生，获准在全国布点。

中邮人寿落子湖南之前， 曾经做过
详细的可行性调查。其调查数据显示：湖
南农村人口逾3600万；2012年农民人均
纯收入为7440元；全国保险密度（保险总
额与GDP之比）为3.5%，人均1100元，湖
南保险密度不到2%，人均600元左右。

陈友云说，这些数据表明，湖南低

收入人群特别是农村地区的低收入人
群，存在保险保障需求，而且实际投保
情况与全国相比有一定差距。

差距就是潜力。湖南农村保险市场
前景广阔。中邮人寿正好契合了市场的
需要。

如何让农村低收入人群买得起保
险？据介绍，中邮人寿湖南分公司目前
推出的小额人身保险金额少则只有100
元、200元， 足以让每一个农民买得起，
而且保险条款简单明了，核保理赔手续
简便，农民容易接受。

买得值， 是中邮人寿与所有保险险
种的共同特点。 中邮人寿多种形式的意
外伤害保险、定期寿险、投资理财分红险，
既解决投保人的后顾之忧， 又确保投保
收益；承保多个生命的联生保险，为农村
单一家庭提供整体保障， 解决低收入群
体特别关心的意外风险和死亡风险。

依托邮政储蓄网点
中邮人寿精耕细作

依托邮政储蓄网络， 面向农村，针
对低收入人群开展小额保险服务的中
邮人寿，是我国所有保险公司中，目前
唯一将保险保障服务延伸到了乡镇，服
务到田间、村落、农户的国有保险公司。

农村地区的低收入人群居住分散，
如何让他们买得到保险？

近年来，耕耘农村市场的保险公司
在湖南已多达10多家。因投入和管理有

难度， 没一家公司将服务机构设到乡
镇， 设到区县市一级的也只有中国人
寿。许多保险公司的业务范围基本上停
留在县城或市州中心城区，乡村农户还
不知道有农村小额保险保障服务。

作为中国邮政全资子公司，中邮人
寿最大的优势就是遍布城乡的服务网
络。 庞大的邮政网络植根于每一个乡
镇，服务覆盖农村全境。邮政网点开展
保险业务，可让农村所有乡村的低收入
人群，享受保险服务带来的效益。

如何让邮政网络迅速成为管理规
范、运行有序的保险业务网点？陈友云
介绍，湖南分公司整合邮政资源，建立
并正在完善具有湖南特色的经营机制，
努力提高运作效率和服务水平，切实提
升风险控制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促进小
额保险业务在湘快速、稳定、健康发展。

湖南特色经营机制，主要体现在委
托管理：省以下不设立分公司，在市州
以下邮政局新设保险业务管理局，省级
公司委托管理局对地方业务逐级管理，
这种方式可减少中间环节因利益驱动
导致的违规操作； 同时通过行政管理，
加大对所有邮政储蓄网点的业务监管。
“既是保险业务员，又是国家邮政人员，
谁也不愿意因误导销售等违规行为丢
掉国家邮政的饭碗。”陈友云说，由于邮
政储蓄网点遍布乡镇，湖南分公司的保
险业务，完全可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全
省农村地区全覆盖。

本报3月25日讯（记者 陶小爱
通讯员 杨晓眉 ）“长沙是一个
美丽的城市， 长沙是旅游发展
的黄金城市。”今天，美国驻华
大使骆家辉在长沙举办“走进
美国异彩风光” 旅游路演时如
此表示。

“走进美国异彩风光”旅游
路演是美国旅游界第一次在我
国中西部城市举办的大型旅游
活动。 此次活动由美国旅游推
广局、美洲集团、安飞士租车、
美国加州高尔夫海岸和美国联
合航空公司等8家旅游产业公
司联合举办， 长沙成为中国中
西部城市旅游第一站， 也是骆

家辉大使出席路演的唯一城
市。

金融危机后的美国， 非常
重视旅游业的发展， 旅游业已
成为全美最大的出口型服务产
业， 占美国服务产业中的比重
为25%，占美国出口的7%。2010
年，国际游客为美国创造了180
万个工作岗位。

据悉， 新成立的美国旅游
推广局非常重视长沙市场。去
年美国来长参观游览人士超过
5万人次，而长沙赴美人士远远
超过5万人次。骆家辉大使在今
天的路演会上， 为长沙市旅游
局局长谭勇颁发了奖状。

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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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家辉来长推介美国旅游
“119镜头”

微电影大赛启动
本报3月25日讯 （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李莉 陈苹）消防微电影， 请
你当导演。 记者近日从省公安消防
总队获悉， 由我省公安消防部队主
办的“119镜头” 消防微电影大赛征
集活动日前正式启动， 面向全国征
集剧本、 影片， 最高可拿2万元奖
金。

本次活动征集内容分微电影影
片和微电影剧本两类， 截止时间为
2013年6月7日。 题材以《消防安全
常识二十条》为基本内容，主要宣传
普及消防法律法规和防火 、 灭火
及逃生自救常识， 开展火灾案例
警示教育等。 影片故事时长为8至
15分钟， 微电影剧本要求3000字
以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