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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金雨

前几日， 江西武功山景区举办
“国际帐篷节”， 来自全国各地的1.6
万名驴友在海拔1600多米高的山上
留下满地垃圾，环卫工人们冒生命危
险在悬崖峭壁上清理； 中秋夜过后，
武汉江滩变成了垃圾的海洋，仅孔明
灯的包装袋就有100多桶，3吨多重。
（9月21日央视新闻）

在刚刚过去的中秋节，长沙市各
大公园的环卫工人也不堪重负———
人们在享受节假日的快意时，也给景
区留下了多出平时的垃圾 。（9月22
日《都市新闻》）

我国已进入“大众旅游”时代，越
来越多的人愿意踏上旅程，享受难得
的放松。然而，相对大多数游客的有
礼有序，少数人诸如乱扔垃圾、随意
刻画的不文明行为也不断涌现。这不
仅损害了环境和游客形象，也为旅游
市场蒙上了一层阴影。

不难发现，在这些“粗放”行为的
背后，往往是一些人的“专横”、“攀比”
心理作祟。诸如乱丢垃圾、随地吐痰、
随便涂鸦之类的令人反感的陋习，往

往被理解成与他人无关的个人选择，
甚至被视为不可侵犯的“权利”。

殊不知，在公共场合，个人权利
也有边界。比如说，大声说话固然是
应有的权利， 但公共场合人多嘈杂，
安静显然是更多人所需。视恶习为权
利，恰恰弄反了权利的概念。权利不
仅是“我可以”，更是作为“我”的他人
也可以。弄清了这一点，“人人相善其
群”，才能涵养人们的公共意识。

值得庆幸的是，这两日，针对“垃
圾堆满山”等类似不文明出游事件的
微博热议、媒体讨论，公众大多报以
惭愧、谴责、反省的态度，这让人看到
整个社会对文明素质的强烈吁求。

可喜的是， 不少地方正努力寻求
管理方式的改变， 以唤醒公众的文明
意识。 珠海一海滨泳场在中秋期间就
推出了绿色环保公益活动———“垃圾
换水”， 沙滩游客凡集满一环保袋垃
圾，可到指定地点换取矿泉水一瓶。这
样做，直接效果就是垃圾大幅减少。

文明出游已越来越成为“发展的
必修课”。在即将到来的国庆长假里，
每个人都能为文明出行再多努一份
力，让景色因文明而变得更加美丽。

本报9月23日讯（记者 张斌 通讯
员 熊艳玲）9月23日至27日，“中华情·
中国梦———港澳台海外人士看家乡变
迁活动暨黄埔论坛”在湘举行。今晚，
中共湖南省委常委、 省委统战部部长
李微微在长沙会见考察团代表。 省政
协副主席、 民革湖南省委主委刘晓出
席今天上午举行的黄埔论坛。

此次活动由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
支持，省黄埔军校同学会、湖南中国和
平统一促进会举办。

“作为黄埔精神的承载者、传播者，
我们有义务、有责任大力弘扬和诠释黄
埔精神所代表的人生追求、价值观念和
浩然正气，使这种精神薪火相传，在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奋斗历

程中，生生不息、永放光芒。”黄埔论坛
上， 来自海峡两岸的部分黄埔同学、黄
埔亲属后代、有关专家学者，围绕“黄埔
精神对当代社会的启示”畅所欲言。

李微微代表中共湖南省委、省政府
对考察团一行表示欢迎，对广大海内外
朋友长期以来心系祖国、关注湖南表示
感谢。她说，发展中的湖南商机无限。热
忱欢迎大家多到湖南来走一走、 看一
看，多宣传湖南、推介湖南，一如既往地
关心、支持、参与湖南发展，为建设美丽
富饶的湖南牵线搭桥、添砖加瓦。

今天下午， 考察团考察了长沙橘
子洲、梅溪湖，并祭扫了73军抗战阵亡
将士墓。 在湘期间， 考察团还将赴衡
阳、郴州等地考察。

本报9月23日讯（实习记者 于振宇）
今天上午，“共和国不会忘记———阳
红光·湖南省平江县失散老红军肖像
摄影作品展”在长沙开展。省领导及
老同志王克英、许又声、李有新、黄跃
进、陈君文、杨维刚、董志文、谢康生
出席。

此次展出时间为9月23日至10月
13日，共展出作品19幅，系平江县在世
的24位失散老红军正面巨幅黑白照
片，包括群像作品1件，单幅肖像作品

18件。他们中年龄最小的89岁、最大的
101岁， 有4位老人在展览筹划期间离
世。 展览作品由警界摄影家阳红光历
时1年多完成创作，此前曾于今年8月5
日至8月14日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一
次展览。

据我省民政部门统计，1983年，全
省共有失散老红军3386人， 其中平江
县808人，约占全省四分之一；至2012
年6月拍摄时，全省尚存98人，平江县
仅存24人。

本报9月23日讯（记者 陈淦璋）记者日前从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获悉，该厅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针对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边整边改、立说立行，力促机关
作风转变。

省住建厅提出， 从具体问题改起， 要坚持领导带头示
范，下大力气提高行政效能。下一阶段要结合推进新型城镇
化、加快安居工程建设等工作的需要，着力提高党支部战斗
力，完善整改方案，落实整改举措，确保教育实践活动与中
心工作两不误、两促进。

目前在建的省直管工程项目有80多个，省住建厅党组书
记、 厅长蒋益民先后深入到湖南日报传媒中心等多个项目工
地察看，广泛听取一线呼声和建议，及时制定针对性举措。

回应群众期盼， 省住建厅为省直管工程设立专门的报
建窗口，统一受理申报资料；组建“联合办公室”，由厅内分
管处室、省质安监总站、省造价总站、省劳保办派员集中办
公，负责审批工作，减少报建人员四处跑腿的麻烦；提出“能
够事后监督的、不再设立前置条件”，优化流程，减少项目单
位呈报手续。同时，对规划修编审查明确要求“专家评审与
部门意见征求同步进行”，相关部门若在规定时间内没有出
具意见，则视同没有意见，这有利于解决审查时间拖得过久
的问题。

在省住建厅教育实践活动开展过程中， 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陈君文多次深入该厅参加党员学习，进行督促指导。
他要求结合实际边学边改，做到“立说立行”。

找到抗战老兵500多人
民革省委收集民革前辈史料卓有成效

本报9月23日讯（记者 张斌 通讯员 罗晓果 李硕）今
天下午，民革前辈史料收集工作现场会在长沙召开。民革中
央副主席修福金出席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民革湖南省委
主委刘晓出席并致辞。

近年来，民革湖南省委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编撰、审阅
和支持出版了《黄兴颂》、《湖南与辛亥革命》、《跟随红军长
征的国民党将军》、《抗日老兵口述录》等18本史料书籍和画
册，涉及人物几千人，数百万字。还编辑出版了《抗日战争胜
利六十周年纪念文集》、《湖南和平解放六十周年纪念文集》
等史料书籍。 两年多来， 湖南民革还寻找到健在抗战老兵
500多人，并在全省全面铺开抗战老兵寻访慰问活动。

修福金指出，开展民革前辈史料收集工作，是坚持和完
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需要， 是加强民革自
身建设的需要， 是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手段完善和丰富民革
党史研究资料的需要。民革各级组织要精心组织策划，借鉴
社会力量，整合资源，并结合“博爱牵手”活动，以刻不容缓、
只争朝夕的精神状态， 带着感情开展好民革前辈史料收集
工作。

电子邮箱：hnrbxwplb@163.com

三湘 时评

本报记者 曹娴

尽管有补贴，4个月才
收获12笔保单

企业自主创新有风险， 有没有
办法通过市场化手段予以化解？

2012年底， 我省推出科技保险
试点方案。

科技保险， 指运用保险作为分
散风险的手段， 对科技企业或研发
机构在研发、生产、销售、售后以及
其他经营管理活动中， 因各类风险
而导致企业或研发机构的财产、利
润和科研经费损失，以及对股东、雇
员或第三者的财产或人身造成伤害
而应承担的各种民事赔偿责任，由
保险公司给予赔偿的保险保障方
式。

此次试点区域为长沙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

省科技厅、 湖南保监局确定了
14种科技保险险种，包括：高新技术
企业的产品研发责任保险、 关键研
发设备保险、营业中断保险、财产保
险、产品责任保险、产品质量保证保
险、 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职
业责任保险、雇主责任保险、高管人
员和关键研发人员团队健康保险、
高管人员和关键研发人员团队意外
保险、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专利保
险、小额贷款保证保险、项目投资损
失保险。

投保这14个险种， 可享受国家
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

其中， 对高新技术企业投保产
品研发责任保险、 关键研发设备保
险、小额贷款保证保险、高管人员和
关键研发人员团体健康保险、 产品
责任保险、企业财产保险这6个重点
推广险种， 政府按实际保费支出的
50%给予一次性补贴， 每家参保企
业每年最高可获补贴额度为10万
元。

然而， 从今年5月试点启动至
今，科技保险并未收获预想的效果。

9月16日，记者在我省科技保险
主承保公司———人保财险湖南分公
司提供的一份清单中看到，目前，长
沙高新区仅有12家企业参与科技保
险，共收取保费24万多元，承保金额
1亿多元。而在长沙高新区内，纳入
科技保险险种支持的高新技术企业
达460多家。

企业认为 “费用高”、
“暂时不需要”

早在今年4月，凯瑞重工、正忠
科技就已同人保财险湖南分公司、
平安财险湖南分公司签署了投保意
向协议。 据当时媒体报道，“这是我
省最先投保科技保险的两家企业。”

但记者在参保企业名单中，并
没有看到这两家企业。

“具体谈下来， 发现费用比较
高，最终未投保。”长沙凯瑞重工机
械有限公司行政人事部部长李文告
诉记者， 公司之前也考虑购买产品
责任保险、 产品质量保证保险等技
术保障类的险种， 为自主研发的抱
罐车、钢铁水包运输车等投保。但保
费比较高，单台成套设备的保费，就
相当于该产品成本价格的1/4。

而在湖南圣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看来， 未参保的主要原因是暂时
不需要。 该公司副总经理张晓萍介
绍，设备、仪器均在质保期内，目前
不会出现大问题； 新建的办公大楼
尚未验收不能投保， 即便可以投保
财产险，保费也要几十万元。而在研
发方面，公司研发部门经过研究，没
有找到适合自身需要的险种。

记者看到，在12家参保企业中，
有11家购买的是健康险。 湖南长信
畅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徐
玉堂坦言， 一开始也觉得没必要参
保，因公司早就为员工购买了“五险
一金”，有基本的医疗保障。最终考
虑到作为计算机软件开发、销售、服
务企业，人才是最重要的资源，所以
购买了关键研发人员健康险，“算是
对公司人才的一种补充福利。”徐总
笑着说。

湖南春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
12家参保企业中唯一同时购买了健
康险与财产险的企业。 公司财务总
监陈传山告诉记者，“买保险， 也就
是买个放心。”

据介绍， 春华生物在长沙县春
华镇、 望城区茶亭镇有两个生产基
地，投资1.5亿元左右，生产食用菌。
以前，公司发生过机械设备老化、保
护措施不到位、 厂房因自然灾害受
损等情况，损失达10多万元。这次公
司为两个生产基地的厂房、 设备购
买了财产险，保费近15万元。

采访中， 多家企业认为科技保
险是一件好事。 一些没有参保的企
业并不缺少参保意愿与需求。 如有
的企业希望同系列产品投保方式可
以更灵活，从而降低保费总额；有的
希望理赔范围可以覆盖出口产品；
有的对贷款保证保险有兴趣， 但一
两百万元的“小额” 似乎并不“解
渴”；有的则希望政府能适当提高补
贴水平……

防范风险意识、 保险
产品与企业需求契合度均
需提高

科技保险怎样才能叫好又叫
座？

长沙高新区金融证券办主任罗
缅顺认为， 科技保险的推广效果不
太好，首先是推出的时间点不好。试
点启动已是5月，企业一般在年初就
已做好预算， 在没有迫切需求的情
况下，企业投保的积极性自然不高。

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副教
授刘娜认为， 科技保险试点启动的
时间还不长， 企业与保险公司之间
互相缺少足够的信任。

“保险产品与企业需求的契合
度，须进一步提高。”罗缅顺建议，根
据不同参保企业的不同需求， 科技
保险的险种范围可以再扩
大， 一些现有险种也可优
化组合；同时，园区企业的
风险相对可控， 保险公司
可以考虑适当降低费率，
从而减少企业压力， 吸引

更多企业参保。
刘娜则认为， 并非在一些传统

险种前贴上‘高新技术企业’ 的标
签，就算是科技保险。

她说， 科技保险要充分发挥对
科技创新的支撑保障作用， 促进自
主创新战略深入实施。 但目前参保
企业购买的财产险、 健康险其实仍
是传统保险产品， 而真正针对高新
技术企业的产品研发责任保险、产
品责任保险、专利保险、项目投资损
失保险等险种，却少人问津。

刘娜认为，从保险条款看，不少
也是“换汤不换药”。如营业中断保
险的理赔范围主要还是自然灾害，
产品责任保险的覆盖范围也没有结
合高新技术企业的特色等。 科技保
险产品只有为高新技术企业“量身
订做”， 如针对他们最为关心的研
发、成果转化、产业化过程中遇到的
一些风险， 这样才能让企业心里更

“有底”，有兴趣购买。
范加清告诉记者， 保险公司一

直在积极向企业需求靠拢。 如关键
研发设备保险以前一般只保比较成
熟的机械设备， 科技保险中已将技
术性能尚不稳定、 风险较大的首台
套产品纳入其中； 以前不开展的贷
款保证保险， 现在也敞开门欢迎中
小型科技企业； 一些能简化的手续
尽可能简化等。他表示，下一阶段，
公司将着重做好企业财产保险、贷
款保证保险、 产品责任保险等产品
的宣传和推广。

罗缅顺说，为鼓励高新技术企业
充分运用保险手段防范风险，长沙高
新区决定对园区符合条件企业的关
键研发人员和经国家、省、市、区认定
的高层次人才购买团体健康保险，在
省科技保险保费补贴的基础上，高新
区补贴保费剩下的50%， 为园区高新
技术企业和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创
造更加优越的发展环境。

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协办

经济 视野

今年5月，作为全省唯一试点， 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试水科技保险。
4个月过去，效果却不甚理想———

科技保险为何难推开

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文明仍需涵养

平江失散老红军肖像
摄影作品展在长开展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立说立行”转作风

中华情 中国梦
港澳台海外人士回乡看变迁

9月23日，阳红光（左一）和老红军代表一起观看展览。 本报记者 郭立亮 摄

9月22日 ，
长沙市开福区
清水塘路社区
举行 “保护生
态环境， 建设
美丽长沙 ” 活
动 ， 20多名社
区 居 民 中 的
“草根” 画家，
用画笔描绘着
自己心中的美
丽长沙。

本报记者
刘尚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