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朋朋“独唱”迎校庆
本报5月28日讯 （记者 陈薇） 今年恰逢长

沙师范学院百年华诞以及顺利升为本科院校，
该学院青年教师、 男高音李朋朋日前在本校实
验剧院举行独唱音乐会为之献礼， 随着 《在那
遥远的地方》、 《乌苏里船歌》、 《啊， 我的太
阳》 等一首首经典曲目的唱响， 现场千余名师
生如同沐浴一场音乐“洗礼”。

长沙师范学院的前身是毛泽东的老师、 无
产阶级革命家、 杰出的教育家徐特立先生1912
年创办的长沙师范学校， 历来名师荟萃， 英才
辈出。 该学院青年教师、 抒情男高音李朋朋是
省音协会员， 多次荣获省、 市级声乐比赛大
奖， 2012年曾代表湖南， 随知青艺术团去美国
辛辛那提参加世界第七届合唱节比赛获银奖。

本报5月28日讯 （记者 姚学文
通讯员 黄旻） 第四届全国职业院校
民政职业技能大赛日前在长沙民政
职院落幕。

这一由全国民政职业教育教学
指委会、 民政部职业技能鉴定指导
中心和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联合
主办的大赛， 吸引了来自北京社
会管理职业学院、 武汉民政职业学
院、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等全国15个
省 （市）、 33所院校的372名选手参
加。

为期两天的大赛，分为理论知识
和操作技能两个方面进行。 相比往
届， 此次大赛更加新颖而有特色，增
设了孤残儿童护理员、 养老护理员、
灾害信息员、遗体整容师等以民政和
公益为特色的竞赛项目。 同时，每个
赛场还设有现场观摩区，供行业专家
鉴评和用人单位物色人才。

据悉，获得一等奖的选手，被授
予高级技能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其余
成绩合格者按照80%的比例，授予中
级技能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民政职业学子比技能

(紧接1版①)各地各部门要针对
突出问题， 查找管理漏洞和薄
弱环节， 按规定及时公开“三
公”经费预决算情况，接受社会

监督。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采
取专项检查、 随机抽查和暗访
督查等多种方式， 及时查纠问
题。对群众反映强烈、顶风违纪

的问题， 要紧抓不放， 发现一
起，查处一起；对媒体披露和网
络反映的典型问题，速查速办，
回应社会关切。

(上接1版③)
� � � � 副省长李友志指出， 招
生考试工作事关社会公平和
民生改善， 事关教育事业发
展大局和全省教育形象。 不
管是在思想认识上， 还是实
际行动上， 不能有半点马虎
和丝毫松懈。 他强调， 组考
安全是考试工作的生命线，
是维护招生考试公平的底线。
要加强源头治理。 通过考前
广泛深入的警示教育、 法制
教育和诚信教育， 让考生和

考试工作人员心生敬畏。 要
加强条件保障， 加快标准化
考点建设验收进度， 确保今
年高考全部在合格的标准化
考点进行。 要制定严密细致
的高考工作各项方案， 特别
是要把突发事件的防范和处
置纳入应急管理的工作重点。
要本着对每一位考生负责的
态度， 认真组织好评卷工作，
严格规范招生行为， 严肃招
生纪律。 要加强组织领导，
明确职责任务， 严格责任追

究， 对失职渎职和各种违纪
违法行为， 我们的态度是鲜
明的， 坚决做到“零容忍”，
绝不手软， 绝不姑息。

李友志强调， 要切实按
照高考组考的标准和要求来
抓好高中学业水平考试， 在
考点考场安排、 监考人员调
配、 考场设备调度、 考试全
程管理等方面与高考组考工
作一起统筹部署， 确保普通
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平安顺利
进行。

(上接1版②)
� � � �《方案》设计了量化的考
评指标， 围绕6个方面的内容
设置了6类审计表格。 如在民
生保障方面，设置了民生保障
情况审计表、环保政策执行情
况表；在重大经济事项决策方
面，设置了园区建设、招商引

资、国土管理、政府债务、国有
资产处置、重要经济决策事项
等审计表格； 在廉洁从政方
面，设置了领导干部廉洁自律
情况审计表等。

省审计厅相关负责人称，
今后审计将更加注重数据采
集， 对领导干部履职的每一方

面都将通过数据定量分析；更
加注重严格区分责任， 按照党
委政府的分工， 坚持谁决策谁
负责、谁主管谁负责、谁主持谁
负责和谁签批谁负责的原则，
合理划分书记和行政首长应负
责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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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 ，
省委书记徐守盛
多次强调： “坚
持以项目建设带
投资 、 促发展 ，
以项目建设论英

雄 、 看实绩 。” “要把抓发展 、
抓经济落实到抓具体项目上 ，
以大项目 、 好项目 、 优质项目
作为支撑 ， 千方百 计 引 项 目 、
抓项目 、 促项目 。 ” 现在 ， 全
省 各 地 都 掀 起 了 项 目 建设的
热潮， 呈现出万马奔腾的场景。
本报特推出 《项目建设热三湘》
专栏 ， 及时报道各地加快项目
建设的好做法好经验 ， 敬请关
注。

本报记者 王晴
通讯员 朱蒲洲 涂俊杰 刘全

今年的岳阳市君山区， 项目潮
涌，热气腾腾。 94个项目，犹如94个

“擂台”，1200名党员干部比“赛”着智
慧和汗水，攻克一个个难题……

“啃”下16个批复
建设荆江门码头是几代君山人

的梦想。 2011年1月，项目批复的重担
落到了区交通局纪检书记黄险峰的
肩上。

该项目涉及到武汉、长沙的多个
部门单位，黄险峰在武汉、长沙、岳阳
之间往返100多次， 行程达10多万公
里。 他常常是早上五六时出发，赶到
武汉或长沙，人家刚刚上班。 办完事

回到岳阳往往深夜12时了，他还要到
办公室准备资料，忙到凌晨二三时是
常事， 累了就在办公室睡个囫囵觉，
天不亮又出发。 这样，黄险峰“啃”下
了16个批复，目前，项目已进入招投
标阶段。

100封求援信
投资1亿元的亚龙湾房地产开发

项目， 今年2月初已完成选址征地等
前期工作， 但项目区内农户的近100
亩花卉苗木没有找到买家，建设无法
启动。 该项目责任人区城建投经理廖
风华心急如焚：“再难也要一鼓作气
把价值150多万元的苗木销售出去！ ”
在组织机关干部找销路的同时，他将
花卉苗木的种类、特征、价格等做了
详细介绍，向亲戚、同学、朋友发出求
助信100多封。 大家为他的敬业所感

动，你20株，我100棵……1个星期就
将花卉苗木卖完了。

“易主”的5.2亩丰产田
投资3个亿的洞庭淡水鱼加工项

目落户君山区洞庭湖绿色食品产业
园。 柳林洲镇岳华村孔文祥家的5.2
亩田地置于其中， 老孔怎么也不愿
将田土让出来。 村支书李连君看在
眼里、 急在心上。 “用自己的田换
老孔的地”， 李连君极力做好家人的
思想工作， 将自己的5.2亩丰产田与
孔文祥的田土进行置换， 老孔欣然
接受。 这感动了全村的村民， 大家
纷纷办理了征地手续， 项目建设如
期进行。

今年春节以来，君山区平均不到
3天开工一个项目，每天完成600多万
元的投资，同比增长近30%。 本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雷国荣 陈建武

彭平安：把资金用到为民办实事
上，力争给百姓的民生“大礼包”一年
比一年大，一年比一年厚。

雨后放晴， 苗乡原野万木葱茏。
近日，采访麻阳苗族自治县县长彭平
安是在该县谷达坡乡中心幼儿园进
行的。 宽敞明亮的园舍里，看着孩子
们欢快玩耍， 彭平安脸上绽放着笑
容。

“这是我县建立的第7所乡镇中
心幼儿园。 今天，我特意来看看孩子
们。”彭平安告诉记者，在乡镇建立幼
儿园，较好地解决了农村留守儿童无
人管的问题。“学有所教”是民生工作
重点。 近3年来，县财政投入3281万

元，建成22所合格学校，全县适龄儿
童入学率达100%。现在，农村最好的
房子是校舍。

“麻阳是一个老少边穷县，经济
总量小，财力有限，但县委、县政府抓
民生工作不遗余力。”一向朴实、低调
的彭平安谈起民生， 语气十分坚定。
他说，面对诸多困难，县委、县政府更
多地把资金用到为民办实事上，力争
给百姓的民生“大礼包”一年比一年
大，一年比一年厚，让苗乡群众日子
过得更好。

“全面落实各项惠民政策，让百
姓病有所医、住有所居、老有所养、学
有所教。 ” 彭平安自豪地告诉记者，
麻阳多项民生工作走在了全省乃至
全国前列。参合农民在乡镇卫生院住
院，实行起付线外全报销。去年，又在
全县实行先住院后付费改革试点，新
农合工作获得全国先进。民政工作也
跃入全国先进行列。全县23个乡镇实
现了养老院全覆盖，行政村也建了集
中供养五保老人的“五保之家”。 去
年，保障性安居工程超额完成年度目
标任务的38.49％， 被评为全省先进
单位。

“金杯银杯，不如百姓的口碑。 ”
彭平安欣喜地说，麻阳民调综合得分
全省排名由前年100多名跃升到去
年的40名， 这充分证明群众对政府
关注民生工作的肯定。他表示，“十二
五”期间，将对全县乡镇卫生院全部
进行改造完善，实现乡镇中心幼儿园
全覆盖，并把90%以上农村义务教育
学校建成合格学校。

本报5月28日讯 （记者 李寒露
通讯员 梁平） 今天， 湖南幼儿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在常德市挂牌成立，
成为目前我省唯一一所以培养学前
教育师资为主的专科院校。 该校成
立对我省高等教育合理布局和学前
教育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为发展学前教育， 常德市积极
整合原常德师范和桃源师范办学资
源， 全力申办幼儿师专。 近3年累计
投入5000多万元， 改善两校办学条
件， 并启动了总投资9.12亿元、 占

地近500亩的新校区建设工程。 今
年4月8日， 省政府发文批准同意在
常德师范和桃源师范的基础上设置
湖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月15
日， 湖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被
列入教育部同意备案新建立专科学
历教育高等学校名单。 目前， 湖南
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开设学前教
育、 初等教育、 英语教育、 音乐教
育、 美术教育大专层次师范教育专
业5个， 今年计划招收应往届初、 高
中毕业生1100余人。

本报5月28日讯 （通讯员 向民
贵 向小华 记者 沙兆华） 今天， 泸
溪县解放岩乡利略村村民杨昌太老
人一次领取了22个月的养老金1210
元。 在泸溪县， 像杨昌太这样满60
岁的老人均实现了城乡居民社会养
老保险应保尽保。

泸溪县自2011年7月开展新农
保试点工作以来，县委、县政府高度
重视，把该项工作列入全县“十大民
生工程”， 并纳入县政府年度目标管

理考核。 为推进工作，该县成立了新
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服务中心，
同时，为全县15个乡镇专门配备了业
务员，152个村（社区）明确了152名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试点工作协办员，
并专门建立了泸溪县新农保专用工
作QQ群。

从试点以来至今年5月20日，
全县累计为符合条件的3.8万老人发
放养老金4761.63万元， 使城乡老人
乐享“老来福”。

县（市、区）长 话民生

民生“大礼包”
要一年比一年大

———访麻阳苗族自治县县长彭平安

本报记者 贺威
通讯员 王玖华 龚卫国

林送奇 彭红谷

“现在真方便， 不出村就能办
好想要办的事情了。” 近日， 育龄妇
女黄建蓉接过村支部书记戴伟香递
上的一孩生育证时， 高兴地说。 这
一幕发生在双峰县甘棠镇长冲坪村
民生服务超市。

长冲坪村与镇里相距9公里， 群
众办事很不方便， 一个来回就要10
多元的车费， 还要耗工、 劳心、 费
力。 为畅通民生渠道， 节省群众开
支， 今年1月甘棠镇决定在长冲坪村
建立民生服务超市。 3月18日， 该超
市正式营业。

该超市位于村部一楼， 有30多
个平方米， 设施齐全。 超市里有2台
电脑， 由3个村干部和党员轮流值

班， 主要为群众无偿受理和代办合
作医疗、 计划生育、 民政救助、 国
土审批等15大类服务项目， 与镇
“民生服务中心” 联网对接。 群众要
办事， 只要把所办事项的资料交给
村干部， 一切由他们全程代办， 不
收取任何费用。

记者现场看到， 前来办事的群
众还真不少。 村支部戴伟香指着当
天的值班记录说： “今天上午已受
理小孩上户和一、 二孩生育证等事
项6件。 我准备明天去镇派出所、 镇
计生办等单位办理， 后天就可回复
本人了。”

甘棠镇党委书记赵谭华告诉记
者： “民生服务超市开业仅仅1个
多月时间， 就为群众代办各类事
项 46件 ， 节省群众开支800多元，
事项办理率、 群众满意率分别达
100%。”

湖南幼儿师专在常德成立

项目建设���热三湘

不到3天开工一个项目

本报5月28日讯 （记者 胡
宇芬 通讯员 龙群 ） 电子商
务如火如荼， 支撑行业发展的
技术有哪些？ 未来技术发展的
趋势是什么？ 围绕这一主题，
在近日举行的电子商务高科技
论坛上， 来自国防科大、 淘宝
网等高校及企业的4位专家登
台讲演， 进行了一场电子商务
科学知识的普及。 据悉， 该论
坛也是今年我省科技活动周的
重大活动之一。

据国防科大教授吴泉源
介绍， 21世纪以来， 随着信
息网络技术和现代服务业的

发展， 全球的电子商务系统
有了爆发性增长， 并形成了
规模经济， 其发展速度尤以
中国为世界之最。 很多人在
网上购物时希望尽快找到自
己 想 要的 商 品 ， 吴 教 授 表
示， 这需要在技术上对海量
的商品信息进行有效组织和
管理， 并提供友善的商品信
息展示。 通过数据挖掘 ， 寻
找和发现各类商务信息内在
的相关性， 以实现商品的个
性化推荐、 对象排序、 热点
分析， 使用户更容易访问到
有价值的商品。 甚至通过多

媒体交互和虚拟现实等展示
技术让用户更好地观察甚至
体验到商品。

当前， 越来越多的人用手
机进行移动支付。 移动畅行支
付总经理彭晓伟在论坛上表
示， 移动远程支付正进入高速
成长期， 预计2016年中国移动
支付市场交易规模将突破万亿
元。 据他介绍， 随着二维码在
移动支付中的运用， 网上购物
不再需要开通网银或者其它第
三方支付账号， 只需要用手机
拍下消费二维码就可以完成刷
卡购物。

移动支付进入高速成长期
电子商务高科技论坛在长举行

彭平安 陈建武 摄

民生服务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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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28 日

第 20131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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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5 1000 2235000

组选三 0 320 0
组选六 1813 160 290080

7 28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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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乡·故乡———
长沙知青在江永》 首发

本报5月28日讯 （记者 李国斌） 由湖南人
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 《异乡·故乡———长沙知
青在江永》 首发式， 于今天上午在长沙举行。
该书收录了百余名知青、 家长、 干部、 群众的
回忆文章和近百幅老照片， 并收集到长沙下放
江永的5123名知青的姓名。 省人大党组成员、
省文化艺术基金会主席肖雅瑜及相关人士出席
了首发式。

专家聚长探讨性别文化
本报5月28日讯 （记者 何国庆 通讯员 朱

元双） 5月25日， 省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年会
在湖南女子学院举行。 80余位世界文学和比较
文学、 英美语言文学、 文艺学研究与文学评论
界专家学者出席。 会上， 以性别文化为主题的
探讨成为一大亮点。

性别文化研究是将性别、 民族、 地域文
化、 时代格局等多种因素加以综合考察和分析
的研究方法。 研讨会上， 专家、 学者围绕性别
研究理论如何进行多元化建构， 怎样从性别视
角解读湖南现当代文学文本与文化现象， 进一
步推进文学文化领域的性别研究等问题， 进行
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

湖南女子学院是全国妇女/性别研究与培
训基地、 湖南省湖湘女性文化研究基地。 罗婷
教授领衔的团队特别引人注目， 已主持并完成
国际项目3项， 国家级、 省级课题10多项。 出
版 《女性主义文学与欧美文学研究》 等著作5
部， 获得省级以上科研、 教研成果奖励5项。

文化 动态

泸溪3.8万老人乐享“老来福”

5月24日，长沙市爱尔眼科医院医师在为低保户老人程爷爷检查眼睛。今年，长沙市政府、爱尔眼
科医院联合实施贫困眼疾患者救助项目，计划免费治疗4000例胬肉、青光眼、眼底病及低、弱视力的贫
困患者，帮助他们找回光明。 本报记者 赵持 通讯员 廖晓琼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