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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8日讯 （记者 夏似飞 田
甜 苏莉）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
员学习班今天上午在长沙举行。 省委
书记、省长徐守盛在学习班上强调，全
省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坚持制度自
信，自觉服从和服务大局，以全省发展
为重，以人民利益为重，努力在推进科
学发展、富民强省中发挥更大作用。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于来山主持
会议， 副主任谢勇就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和人大工作作了辅导讲座， 副主任
刘莲玉通报了省人大常委会2013年工
作计划和重点， 副主任徐明华、 蒋作
斌、陈君文和秘书长彭宪法出席会议，
副省长陈肇雄、 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康为民、 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游劝荣
列席会议。

这次学习班采取以会代训的形式
举行， 明确要求改进会风、 文风， 讲
实话、 讲短话， 领导讲话后不鼓掌，
会议发言涉及领导时不用“尊敬的”、
“重要指示” 等修饰词， 令人感到新
风扑面。

徐守盛充分肯定新一届省人大常
委会实现了工作良好开局。 他强调，省

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要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十八大、 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
议精神， 带头坚定道路自信、 理论自
信、制度自信，切实增强做好新时期地
方人大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充分
发挥政治、制度、体制优势，全面行使
法定职权，着力完善制度机制，切实改
进方式方法， 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
状态，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努力开创全
省人大工作新局面。

徐守盛指出， 新一届省人大常委
会履职的五年， 正是湖南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 深化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
人大工作要积极服务大局， 努力在推
进科学发展富民强省中发挥更大作
用。 工作中要着力把握“五个突出”：

一要突出服务经济建设主战场。
要清醒看到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任务还十分艰巨， 不进则退、 慢进亦
退。 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来思
考、 谋划和推动各项工作， 充分发挥
人大的独特优势， 围绕发展的重大问
题深入调查研究， 提出高质量的意见
和建议。 要加强对经济工作的监督，
引导来自经济建设一线的各级人大代

表带头立足经济建设主战场建功立
业。

二要突出加强地方立法工作。 完
善立法规划，突出立法重点，坚持立改
废并举，增强地方立法的针对性、及时
性、系统性。 加强立法工作组织协调，
完善立法工作制度和机制， 把好立法
项目“入口关”。 着力加强对经济转型
升级、社会管理创新、保障改善民生、
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地方性法规的制
定、修改和废止工作，着力提高立法质
量。

三要突出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
系建设。 推动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推动
国家公职人员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
活动， 大力推进法治政府和法治湖南
建设。 要正确处理人大与“一府两院”
的关系，做到依法履职、尽职尽责，但
不代行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 人大
要加强与“一府两院”的沟通协调，按
照各自职责和分工， 协调一致地开展
工作。

四要突出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发
挥职能作用。 充分发扬民主，切实维护
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 大力推进

保障和改善民生实施纲要的实施，守
住保障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的底线；
围绕重大民生问题加强社会领域的立
法和监督。

五要突出加强对重大事项的决
定。 对事关全省发展的重大事项适时
作出决议、决定，精心做好重要人事的
任免工作。

徐守盛强调， 省人大常委会要着
力加强思想政治、 履职能力、 工作制
度、干部作风建设，不断提高依法履职
能力。 各级人大机关要带头改进会风、
文风促作风转变， 坚决反对奢靡之风
和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要
坚持求真务实，围绕稳增长、转方式调
结构、创新驱动、两型社会建设、城镇
化建设、区域发展、保障民生、深化改
革等重点课题深入调查研究， 推进科
学民主决策。

徐守盛强调， 要加强党对人大工
作的领导， 更加自觉地把人大工作摆
在重要位置， 更加主动地支持人大依
法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能， 更加有力地
为人大工作创造良好环境和条件， 着
力推动全省人大工作创新发展。

禹振华

当下 ，H7N9禽流感来了 ，有
些无良商家借着病毒疫情，又在蠢
蠢欲动。

盲目夸大甚至吹嘘某些药材
子虚乌有的功效， 把价格大涨特
涨，赚昧心钱，简直就是在“趁火打
劫”。

每有意外事件发生，总有些无
良商家喜欢制造谣言，大发“灾难
财”。这样的“灾难财”，带给公众的
不只是钱财损失，更是在人为制造

恐慌，让社会不稳定，危害极大。
这些无良商家之所以敢发 “灾

难财”，无恐是因为有恃。 所谓的“有
恃”， 恃的是公众对未知的恐慌心
理，是相关部门应对处置的滞后。

遏制无良商家发“灾难财”，首
先要严厉打击。 打击乱涨价，打击
恶意制造谣言者，让无良商家有贼
心没贼胆。 遏制无良商家发“灾难
财”， 根本之策在于信息公开和应
对得力。 只有信息公开，谣言才不
会四起；只有应对得力，公众才不
会病急乱投医。

本报4月8日讯 （记者 刘凌
通讯员 胡敏） 清明假期， 浏阳市
东部地区45万亩油菜花花期虽然
已近尾声， 但依然吸引了近万名
外地游客踏青赏花 。 随着浏阳
“春赏花、 夏漂流、 秋品果、 冬滑
雪” 休闲旅游声名鹊起， 浏阳旅
游业出现“井喷”。 去年， 该市共
接待旅游者898.28万人次， 实现
旅游收入82.23亿元， 同比分别增
长27.94%和71.71％， 在全省旅游
强县 （市） 评比中， 排名第一。
今年一季度， 该市接待游客数、
旅游收入同比都增长20%以上。

近几年， 浏阳在发展旅游产
业时， 瞄准长株潭城市群及湘赣
边境巨大的消费市场， 主攻休闲
旅游。 该市先后投入30多亿元，
规划建设了大围山生态旅游示范
区， 浏阳河风光带和浏西花木走

廊观光带， 阳城区综合休闲旅游
圈、 浏南红色及宗教文化旅游圈
和浏北运动休闲旅游圈。

该市连续举办了三届“长沙
市大围山杜鹃花节” 和四届“长
沙市油菜花节” 。 通过连续成功
举办四届“长沙市浏阳河漂流
节” ， 浏阳形成了湖南最大的漂
流市场， 仅2012年， 该市漂流产
业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超过1.5亿
元。 连续3年， 浏阳推出水果旅游
节， 将休闲旅游与品尝高山水果
结合在一起， 每年旅游收入超过
10亿元。 前年， 浏阳引资2亿元
在赤马建成中南地区首家室内滑
雪场， 同时在大围山开辟室外滑
雪场， 每年来浏阳滑雪的人数都
在5万人以上。 浏阳逐渐形成“月
月有节会、 四季有特色” 的休闲
旅游市场。

本报4月8日讯（记者 刘文韬
苏莉 通讯员 路险峰） 今天上午，
省人大常委会通报了2013年立法
监督工作计划。今年省人大常委会
将对乡村公路条例等6件法规进行
审议，听取和审议计划、预算执行
情况的报告等。

根据省人大常委会2013年立
法工作计划，提请审议的法规项目
6件：湖南省乡村公路条例、湖南省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
组织法》办法和湖南省村民委员会
选举办法（修订）、湖南省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办法
（修订）、湖南省交通建设工程质量
安全监督管理条例、 湖南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办法、湖
南省无线电管理条例等法规草案。
提请审查批准的法规项目3件：长
沙市炭河里遗址保护条例、长沙市
流动人口服务条例、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老司城遗址保护条例。

省人大常委会还将对《湖南省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
法〉 办法》、《湖南省东江湖水环境
保护条例》、《湖南省食品摊贩和城
乡集市贸易食品经营者食品卫生
若干规定》等法规予以打包修正或

废止。
在监督方面，省人大常委会将

听取和审议计划、预算执行情况的
报告，审查和批准决算，听取和审
议审计工作报告，重点加强对政府
全口径预算决算的全过程审查和
监督，加强对财政资金管理使用监
督,加强对经济工作的监督。

2013年， 省人大常委会还将
听取和审议6个专项工作报告：省
人民政府关于城乡义务教育有关
情况的报告、关于全省农民专业合
作组织发展情况的报告、关于《中
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
治法实施细则》 实施情况的报告、
关于实施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
扶贫攻坚工作情况的报告， 省高
级人民法院关于实施修改后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情
况的报告、 省人民检察院关于贯
彻落实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关于
加强人民检察院对诉讼活动法律
监督工作的决议》 情况的报告。
同时， 省人大常委会将认真贯彻
实施 《湖南省规范性文件备案审
查条例》， 加强规范性文件的备案
审查工作。

本报4月8日讯（记者 李宁）今
天，记者从省公务员局获悉，今年
全省有142706人报考省公务员并
通过资格审核，将参加4月13日统
一举行的笔试，报考人数与现招录
计划人数之比（考录比）为21.05。

今年省公务员考试调整计划
后，招录职位数降为2599个，招录
计划人数降为6778人。 其中，省直
单位报名人数为21442人，调整后
的计划人数为1094人， 考录比为
19.60，首次低于全省考录比。省直
单位考录比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

今年加强了政策引导，加大了向基
层倾斜力度，绝大多数省直机关岗
位都要求有基层工作经验。 同时，
通过科学设置职位，放宽县乡职位
条件，对乡镇职位不限专业，考生
更多地向市州基层岗位流动。据统
计 ，14 个 市 州 的 报 名 人 数 为
121264人， 调整后的招录计划人
数为5684人， 考录比为21.33。 其
中， 长沙市的报名人数为18956
人，调整后的招录计划人数为431
人， 考录比为43.98， 竞争最为激
烈。

●省儿童医院负责
儿童患者，长沙市第一医
院负责成人患者

●湘雅医院、省人民
医院等组建救治专家组

本报4月8日讯 （记者 段涵敏） 记者今
天从省卫生厅获悉，该厅下发了《关于成立
湖南省人感染H7N9禽流感救治专家组和确
定省级定点救治医院的通知》， 确定两家
H7N9禽流感患者省级定点救助医院， 其中
省儿童医院负责儿童患者，长沙市第一医院
（长沙市公共卫生救治中心）负责成人患者。

来自湘雅医院、湘雅二医院、湘雅三医
院、省人民医院、省儿童医院、长沙市第一医
院的25名呼吸内科、 重症医学科、感染科、
儿科、 急诊科专家， 组建了人感染H7N9禽
流感救治专家组。 （下转4版①）

本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李普兵

“我们村有多家废旧塑料颗粒
加工黑作坊，给附近水源、空气带
来严重污染，给村民身体健康带来
严重伤害。我们多次向相关部门反
映，但一直没有处理……”近日，怀
化市鹤城区盈口乡新家庄村丁忠
铁拿着81位村民代表按了手印的
材料，向记者反映情况，要求有关
部门依法取缔这些“毒气作坊”。

4月8日上午， 记者来到位于
320国道附近的新家庄村。 一进
村，就见村道旁几处地方堆放着装
满塑料垃圾的包装袋，附近几家塑
料加工作坊正在生产，黑色的烟雾
四处弥漫，一股股刺鼻难闻的气味
迎面扑来， 顿时让人觉得胸闷，想
呕吐。

在该村高铁桥下小溪旁，就有
一家塑料加工作坊，外面装满塑料
垃圾的包装袋堆得像小山一样，绵
延数十米，里面各种颜色、大大小

小的塑料垃圾袋散布四处，难闻的
烟雾往外飘散。踏过用塑料垃圾铺
就的“便道”，记者来到机器轰鸣的
生产车间， 见几个工人正忙碌着。
污水未经任何处理就排向附近的
小溪，小溪水浑浊，上面还漂浮着
一些塑料颗粒。

“废水怎么不经处理， 就排
进小溪呢？” 记者问工人。 一位姓
彭的工人介绍， 这条溪叫罗家溪，

有10多公里长， 沿溪有10多家塑
料加工厂， 上游还有一些工业企
业， 排放的废水都流进溪里， 最
后流向氵舞水河。

彭师傅还说，厂里的原材料都是
来自废品回收店的塑料垃圾袋子，每
天大概加工生产1000公斤塑料颗粒，
大部分销往怀化的塑料制品企业，其
余销往广东等地。

（下转4版②）

徐守盛在新一届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学习班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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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趁火打劫”

新家庄村 “毒气作坊” 生产现场。 李普兵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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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缔“毒气作坊”

4月8日上午， 在长沙市湘春路旁， 收费员通过咪表查看停车时间。 当天， 长沙市区道
路临时停车管理正式启动。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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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规范临时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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