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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14日讯 (记者 朱永华 ) 记
者日前从省委学习办获悉， 为贯彻落实
好中央关于向党员干部推荐学习书目的
要求， 进一步推动全省学习型党组织建
设扎实深入开展， 省委建设学习型党组
织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按照注重导向性、
知识性、 可读性， 反映新思想、 新知识、
新经验的原则， 经有关部门推荐和专家
组筛选，确定《“中国梦”———阐释“中国
梦”文章选编》等6部书籍，为第6批向全省
党员干部推荐学习的书目。

这6部书籍是：《“中国梦”———阐释
“中国梦” 文章选编》， 中宣部理论局编。

内容简介： 学习出版社2013年2月出版。
中央主要新闻媒体和地方部分报刊， 围
绕如何实现“中国梦”， 发表了一大批文
章， 深入阐释“中国梦” 的重大意义、
基本内涵和实践要求， 在社会上产生了
热烈反响。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将部
分优秀文章汇集成册， 是阐释“中国梦”
的权威读物。

《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 成思
危、 厉以宁等编著。
内容简介： 人民出版
社2013年3月出版。
本书以探讨、 宣讲中
国改革红利问题为
主题， 约请了成思
危、 厉以宁、 吴敬
琏、 林毅夫、 高尚
全、 周小川、 陈锡文
等19位顶级专家学
者， 就如何通过重点
领域的改革来释放
改革红利这个主题
谈设想、 提建议， 与

读者一起共话改革。 该书集合专家学者
深厚的智识为决策层提供改革建言， 以
深入浅出的叙述为广大干部群众凝聚改
革共识提供一份生动的参考文本， 是直
击中国改革焦点和前途的箴言集合。

《大国兴衰———全球化背景下的路
线之争》， 黄树东著。 内容简介： 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5月出版。 本书通过
对过去200多年世界历史的透视， 向人们
展现在发展和崛起的道路上， 关于国家
未来走向总会产生的那些选择之争， 路
线之争。 这些争论通过有硝烟和没有硝
烟的战争与博弈， 最终形成国家决策，
深刻地影响了历史、 民族及人们的生活。

《国家大势》， 王浩雷著。 内容简
介： 人民出版社2012年6月出版。 本书围
绕国家大势这一主线， 以总结百年中国
发展道路的经验教训为着眼点， 以解决
当前中国面临的突出矛盾问题为落脚点，
通过系统的理论纵深和翔实的鲜活素材，
对影响中国复兴进程的三大历史事件和
六大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 引人入
胜的评点和解读， 提出了很多富有前瞻

性和创见性的看法和举措。 本书还深刻
揭示了国家发展境遇与个人前途命运的
内在联系， 为人们把握好各自的人生道
路提供了有益参考。

《旧制度与大革命》，（法）托克维尔
著，冯棠译。内容简介：商务印书馆1992年
8月出版。 本书探讨的是法国大革命时期
原有的封建制度由于腐败和不得人心而
崩溃， 但社会动荡却并未带来革命党预
期的结果， 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民众， 最
后都被相互间的怒火所吞噬。 本书思想
深邃， 鞭辟入里， 是很好的思想磨刀石，
提出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很多地方
都与中国目前的现实相映成趣， 译本流
畅通俗， 可读性极强。

《官德》， 梁衡著。 内容简介： 北京
联合出版有限责任公司2012年3月出版。
本书用大量真实、 典型案例， 以及历史
上的著名事例， 围绕权力、 职守、 人格
等， 分析当前干部队伍中存在的新问题、
新矛盾， 提出相应措施， 以官德建设和
加强法制等手段相配合， 旨在打造“为
民、 务实、 清廉” 的干部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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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曹娴 胡信松

4月15日，《湖南省车辆保险依法合规
诚信经营公约》（简称《公约》）将正式实
施。 这是由我省20家财产险公司共同协
商制定的， 目的在于促进我省车辆保险
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 维护保险相关当
事人的合法权益。

取消各种变相优惠
“马上就到给车续保的时间了。” 近

来， 长沙车主陈先生每天都能接到来自
不同保险公司的车险推销电话和短信。
为吸引陈先生投保， 各保险公司使出浑
身解数， 不仅在保费上有优惠， 还会附
上一大堆“诱人” 的礼品。 除了各式各
样的生活用品， 还有代办年检的服务卡、
4S店的保养卡、 油卡等。 面对“诱惑”，
陈先生还真有点犹豫该选择哪一家投保。

业内人士提醒， 通过降低保费、 推
出大量优惠来争抢市场、 客户， 只会助
长行业内的恶性竞争。 还会导致保险公
司不足额投保， 或保费充足度不够而影
响保险公司现金流等问题， 最终损害的

还是消费者自身的实际利益。
对此，《公约》明确规定：
对于新车商业险， “电销、 网销渠

道已经使用了15%的优惠费率， 所以家
庭自用车商业险业务， 不再使用任何优
惠因子。”

通过电销、 网销渠道承保的商业险
业务， 严格执行报备的电销网销承保规
则。 “不得以任何形式变相支付手续费、
广告费、 宣传费及赠送其他实物， 不得
以任何形式给予或者承诺给予投保人、
被保险人保险合同以外的其他利益 （包
括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有价证劵、 保险
产品、 折扣劵等）， 同时不得在提供代办
年检等延伸服务时， 支付应由车主缴纳
的年检费或其他费用。”

其实， 早在2006年， 保监会就出台
《关于进一步加强车辆保险监管有关问题
的通知》， 规定自2006年7月1日起， 各
财险公司给予的所有优惠总和， 不得超
过车险产品基准费率的30%。 也就是车
险费率打出7折限令。 湖南本地一度出台
过车险费率打8折的有关限令。 但部分财
险公司只重保费数量、 忽视保险质量，
在“保费论英雄”、 规模至上的粗放式经
营思路影响下， “车险优惠” 不断突破，
从9折、 8折到7折， 还有的新进小型险企
为争夺市场， 甚至对外宣称可以打到6折
乃至更低。

规范治理销售渠道
相对于传统渠道投保，电话与网络车

险更方便快捷，优惠力度也更大，因此被
越来越多的车主所青睐。然而，目前电话
车险销售实行牌照制，国内仅约有10余家
中大型保险公司拥有自己的电销渠道。因
此， 部分没有电话销售渠道的保险公司，
在车险销售中就选择与既修车又卖车的
4S店合作。

车险公司的业务竞争主要是4S店、修
理厂等中介渠道，因此，为抢占这个渠道
的业务，部分财险公司不惜放宽授予中介
的服务查勘权限。如提高4S店代查勘的单
次事故金额上限，提高汽车零配件的加价
率等，这些“放宽”之举，形同于给4S店变
相让利。

实际上，一旦保险公司与4S店之间存
在利益输送关系， 不少问题就随之而来，
如背着消费者玩起了虚报定损价格、虚开
发票拿回扣等“猫腻”。一家财险公司的负
责人认为，更为严重的是，由于4S店占据
更大的主导权， 其代理渠道费用不断提
高， 导致保险公司的利润不断压缩，甚
至出现亏损。如果保险公司没有正常的
盈利支撑， 服务水平也就无法提升，甚
至对其偿付能力都是极大的隐患；对车
主而言，在经过层层代理、步步分成之
后，车险价格也就居高不下。

根据《公约》，今后“各财产险公司及
其分支机构不得委托未取得代理保险业
务资格的4S店或其他单位代理保险业务，
也不得在未取得保险代理资格的4S店或
其他部门、单位的营业场所出具保险单”；

“保险公司的电话销售、网络销售产品，只
能通过电销模式自主经营， 不得委托、雇
佣保险中介机构或其他外部专业机构进
行销售”；“不得在已经取得保险兼业代理
许可证的4S店内和其他已经向保险监管
机关报备的营业场所内，设立电网销的现
场打单点”；“不得在车险电销业务中，列
支给各类中介机构、 汽车修理厂、4S店及
保险营销员的激励费和绩效费用”等。

同时，“禁止以不合理提高工时费和
配件价格、强制送修比例或其他形式输送
不当利益，争抢业务。各会员公司在同一
4S店内展业需同时参照同一光盘价发展
业务”。

省保险行业协会有关负责人表示，希
望通过《公约》的实施，进一步规范车险市
场秩序，给一直处于亏损状态的车险市场
带来一缕春风。

买车险送油卡、送保养，对于有车一族来说并不陌生。然而，这些看似优惠的手段，实际上却有可能损
害消费者的实际利益。屡禁不止的不规范经营行为，导致各种乱象频生，助长行业内的恶性竞争———

湖南省保险行业协会协办

湖南保险�� 保障民生

车险市场有点乱
县（市、区）长 话民生

本报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邓志刚 何顺

苏小康： 以更大的力度
鼓励农民发展特色农业、 规
模农业、 高效农业， 让土地
产出的效益更高一点， 让农
民群众生活得更幸福一些。

祁阳是拥有百万人口的
农业大县， 如何改善农民生
活、 提高农民群众的幸福指
数？ 4月初,面对记者的采访，
祁阳县县长苏小康谈了自己
的想法： “加快农业农村经

济发展， 必须走农业产业化、 现代化之路， 加快建设农副
产品加工强县， 实现农民持续增收， 让广大农民得到越来
越多的实惠， 让人民群众的日子越过越好、 越过越甜。”

祁阳拥有陶铸故里、 浯溪碑林、 祁剧和祁阳小调、 祁
阳石等诸多名片， 荣获过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 全国科技
进步先进县、 全国油茶产业基地建设示范县、 全国生猪调
出大县、 全国农业机械化作业示范县、 全国林业科技示范
县等一系列“国” 字号荣誉。 谈到这些， 苏小康自豪之情
溢于言表。

苏小康介绍， 祁阳县常年农作物播种面积200万亩， 还
有油茶林46万亩， 水果28万亩， 粮油食品加工业享誉全国。
近年来， 祁阳以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为依托， 大力发展农
副产品加工， 形成了粮油、 果蔬、 畜禽水产、 木竹等一批
主导产业， 极大地推动了农业经济集约化、 规模化发展。
目前， 全县已发展68万亩优质稻、 20万亩高产油茶、 20万
亩名特优水果、 24万头无公害生猪。 共有农产品加工企业
513家， 市级以上龙头企业22家， 其中国家级2家， 省级6
家。拥有“中国名牌产品”2个，“中国驰名商标”3个，是全省
拥有国家级品牌和商标最多的县之一。 近3年来， 祁阳农民
人均现金收入每年以15%以上的增幅提升， 2012年达到了
8840元。

谈到今后的打算， 苏小康说， 祁阳今后几年抓民生建
设的重点仍在农村， 关键仍是提高农民收入。 去年党的十
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就
祁阳而言， 最难实现的指标， 也是最薄弱的环节， 就是农
民收入的持续快速增长。 只有农民的全面小康实现了， 祁
阳的全面小康目标才能得到根本实现。

苏小康告诉记者， 今年祁阳县委、 县政府提出建设美
丽幸福新祁阳的目标， 以争取农副产品加工重点县为契机，
以农副产品加工产业园为载体， 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
更有效地将祁阳农村的土地资源、 劳动力资源和党的政策
资源叠加起来， 形成农民增收长效机制。

让农民得到更多实惠
———访祁阳县县长苏小康

本报4月14日讯 （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李青松 瞿宏红 刘忠维 覃燕 ）
近日， 沅陵县旅游局等部门的工作人员
在该县二酉山顶草丛中发现一块“二酉
名 ” 的残碑。走访村里的老人得知，这块
碑缺失的字是“山”，即“二酉名山”。

4月14日， 记者在现场看到， 残碑现
存长约1.5米、 宽约0.6米， 估计缺失的部
分长约0.8米。 据县文物部门工作人员介
绍， 经初步考证， 这是一块宋代古碑。
“二酉名山” 原为善卷堂的一块古碑，
1952年一场山火摧毁了善卷堂， “二酉
名山” 碑就散落于地下， 也不知是何时
何人在山顶游玩毁坏了这块碑， “山”
也不知所终。

据传， 上古人物尧帝之师善卷， 为
避舜帝禅让帝位而隐居二酉山。 北宋大
中祥符 (公元1008-1016)年间， 辰州 (古
沅陵别称)通判欧阳陟， 有感于善卷对辰
州百姓的教化功德， 上书朝廷言： “善
卷有功于民， 应予祠祀， 以示崇德报功
之意。” 真宗皇帝赵恒收到欧阳陟的奏
折， 好不高兴， 即着令辰州府在二酉山
为善卷建祠堂， 修亭阁， 封大墓。 并且
为祠堂外的亭阁钦定亭名为“仰止”，
乃取“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 之意。 残
碑正是在这毁坏了的善卷堂遗址草丛中

发现的， 也正是宋代建善卷堂时所刻的
碑， 表明二酉山在很早以前就是一座名
山了。

二酉山位于沅陵县城西北12公里酉
水与酉溪相汇处， 成语“学富五车， 书
通二酉” 典出于此。 “二酉” 在辞源中

解释为： “指大酉小酉二山， 在今湖南
沅陵县西北 。 太平御览四九荆州记 ：
‘小酉山石穴中有书千卷， 相传秦人于此
而学， 因留之。’ 后称藏书多曰二酉， 本
此。” 自古在沅陵县城西北十五公里的
酉水边高山得名大酉山、 低山为小酉山，

合称二酉山， 与 《辞源》 记载天衣无缝。
现二酉山景区为国家AAA级旅游景

区， 二酉藏书洞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二酉藏书故事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今年1月， 二酉山景区入选“首批中国文
化旅游新地标”。

省委学习办推荐第6批书目

沅陵发现宋代“二酉名山”残碑

苏小康 通讯员 摄

本报4月14日讯 （记者 朱章安 陈鸿飞） 4月13日晚，
衡东县霞流镇燕子冲村发生一起枪杀案， 一男子持鸟铳将
该村村民一家3人枪击后逃离。 截至14日下午16时， 枪杀案
已造成2人死亡， 一名幼儿重伤， 凶手目前仍在逃， 当地公
安机关正在对凶手实施追捕。

据悉， 枪案发生在霞流镇燕子冲村赵自林家， 赵自林
及其子罗麦金均已被枪击身亡。 赵家年仅6岁的小孙子也未
幸免， 被枪打破了脑袋， 目前仍在医院抢救。 持枪杀人的
凶手是本村村民谭丙坤， 作案后已经逃离。

据村民介绍， 谭家离赵家不远， 都要经过新修的泥土
路。 而谭丙坤杀人的原因， 正是因为修路出资的问题。

赵自林前不久出资修了门前一条路， 而谭丙坤家也是
这条路的受益者。 赵自林提出要谭出一点钱， 但谭不愿意
出。

谭丙坤今年42岁， 多年前曾坐过牢。 案发后， 当地公
安机关已成立专案组， 正在抓紧追捕嫌疑人。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3年 4月 14日

第 2013097期 开奖号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582 1000 582000

组选三 0 320 0
组选六 857 160 137120

7 29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3年4月14日 第2013042期 开奖号码
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91650228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7
二等奖 131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1 8484594
4 279299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973
54934

1142444
9424624

27
1777
37228
306786

3000
200
10
5

0312 13 15 330801

衡东县发生一起枪杀案
已致2死1重伤， 目前凶手仍在逃

图为“二酉
名山”残碑。
李青松 刘忠维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