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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 时评

本报9月29日讯（记者 乔伊蕾）记
者今天从省纪委获悉，为严格规范党和
国家工作人员操办婚丧和其他喜庆事
宜，倡导移风易俗，促进党风廉政建设，
省纪委根据中央和省委有关规定，专门
制定印发了《关于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操
办婚丧喜庆事宜的暂行规定》， 将于今
年11月1日起施行。

规定明确，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操办
婚礼， 宴请人数累计一般不得超过200
人（20桌），婚嫁双方同城合办婚宴的，
宴请人数累计不得超过300人（30桌）；
操办葬礼应从严控制规模。 此外，其他

喜庆事宜禁止以任何方式邀请和接受
亲戚（直系亲属、三代以内旁系亲属及
近姻亲）以外人员参加。

规定强调了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操
办婚丧喜庆事宜“两不准”、“两禁止”：不
准收受或者变相收受任何单位和亲戚
以外人员的礼金及贵重礼品；不准给亲
戚以外操办婚丧和其他喜庆事宜的党
和国家工作人员送礼金及贵重礼品；禁
止由任何单位或者直系亲属以外人员
支付应由本人承担的操办费用；禁止动
用执法执勤等特种车辆，不准违规动用
公务用车，婚礼车队和殡葬车队规模不

得超过8辆。
规定要求，党和国家工作人员应当在

操办婚礼5个工作日前向本级或者本单位
纪检监察机关（机构）报告，说明操办事
宜、时间、地点、邀请人数及范围等情况，
承诺遵守相关纪律，并于事后10个工作日
内报告遵守承诺情况；操办葬礼的，应于
事后10个工作日内报告实际情况。 各
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主要负责人
操办婚丧事宜，应向上级纪委报告。

省纪委负责人强调，党和国家工
作人员违反该规定的，纪检监察部门
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组织处

理；构成违纪的，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违
规收受的礼金及贵重礼品， 一律收缴。
同时，对党和国家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
的行为不制止、不查处，或制止、查处不
力的， 依据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规定，
对单位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予以问责，
并取消单位当年评先评优资格。

李朝晖

《旅游法 》将于10月1日正
式实施。受其影响，国内各大旅
行社纷纷提价维持经营收入 ，
旅游市场价格普遍上涨， 涨幅
从20%到80%不等， 新马泰、韩
国等购物线路的价格翻了一
番。

表面上看，该法的实施和黄
金周的到来使得旅游市场价格
上涨，但理性分析，该法的实施
是以保护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
的合法权益、规范旅游市场秩序
为出发点，价格的上涨最终会合
理回归到旅游产品价值上来，最
终会使旅游服务围绕产品价格
上涨来进行全覆盖，因此，公众
不必惊慌担忧、恐慌。

首先，价格虽上涨，但总费
用不会增加。在此之前，国内旅
行社的利润大多靠购物和自费
项目来支撑， 因此强制购物等
行为一旦被禁止， 旅行社将利
润转嫁团费就成为必然。 而该
法的实施将杜绝众多隐形消
费， 消费者拥有了更多知情权
和选择权。表面上看，门槛费提
高了，但少了旅途中的冤枉钱，
总花费相差不多。

其次， 该法实施必将加快
行业洗牌， 促进旅游市场的良

性发展。 目前全国旅游行业处
在小、弱、散的状态 ，行业恶性
竞争普遍存在， 暗箱操作屡见
不鲜。该法实施后，必然促使旅
游行业重新建立新的动态平
衡，加快行业优胜劣汰，由此必
然带来团费的理性回归、 服务
品质的提升和良性盈利模式的
建立。 这无论是对旅游经营者
还是游客而言，都是利好。

最后，该法加大了对行业不
法行为的惩治力度。 过去， 虽有
《旅行社条例》、《导游人员管理条
例》等行政法规，但约束力不强，
监管和惩治力度不大， 一旦遇到
旅游方面的问题就显得心有余
而力不足。 该法的出台，将有效
惩治旅游行业内 “零负团费”、强
制购物、自费、宰客欺客等乱象，
有利于保护游客的合法权益，促
进旅游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当然， 该法的实施对于旅
游行政管理部门同样带来了挑
战和要求。 旅游行政管理部门
一方面要加大新法的宣传力
度， 扩大该法的覆盖面和影响
力，做到“心中有法规 、经营要
文明 ”； 一方面要加大惩治力
度，积极受理旅游投诉，重拳查
处违法行为， 努力规范旅游市
场秩序，从而营造 “明白消费 ，
快乐旅游”的良好氛围。

本报9月29日讯（记者 李伟锋）今天
下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出通知，按照现行
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 决定9月29日24时
起，将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降低245元和
235元。 这是近期国内成品油价格连续3次
上涨后的首次下调。

此次价格下调后，湖南境内成品油价格
零售价为：93号汽油7.47元/升、97号汽油
7.94元/升、0号柴油7.40元/升。 与调价前相
比，93号汽油下降0.20元/升、97号汽油下降
0.21元/升，0号柴油下降0.19元/升。

此次成品油价格调整幅度， 是按照现
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 根据9月29日前
10个工作日国际市场原油平均价格变化
情况计算确定的。 9月13日国内成品油价
格调整以来， 受中东局势逐渐缓和等因素
影响，国际市场油价震荡下行，前10个工
作日平均价格较大幅度下跌。

本报9月29日讯（记者 唐爱平）今天，湖
南省节能服务产业联盟在长沙正式成立，我
省节能服务产业迈入集群发展新时期。

我省节能服务产业起步早，发展较好，全
省共有国家备案节能服务公司162家，数量居
中西部第一；2012年，全省节能服务产业产值
突破50亿元，产业驶入发展的快车道。 14家联
盟发起单位拥有自主知识产权60多项， 一批
技术先进、资金雄厚、人才密集、涵盖不同领
域的节能服务公司正迅速成长壮大。 湖南财
信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综合节能改造及
投资见长， 长沙远大建筑节能有限公司等可
提供全方位建筑节能改造， 湖南远控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可提供物联网及能效评估管理，
湖南金百大能效管理科技公司等可提供工业
领域的节能改造。 但从产业发展的角度看，
企业规模不大、项目质量不优、融资不畅、市
场不规范等问题仍十分突出。

为增强我省节能服务产业市场竞争力，
湖南财信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等14家单位
牵头，发起成立湖南省节能产业联盟。 旨在通
过技术互补、信息共享、资金互助、平台共建
的方式，实现资源整合、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促进我省节能服务产业做大做强。

据了解，节能服务产业联盟成立后，将发
挥联盟企业整体优势，采取能效托管及合同能
源管理方式， 对用能单位实施综合性节能改
造， 依托金融机构融资和绿色环保专项资金，
引导政府资金与民间资金投向节能减排领域。

节能服务产业联盟成立仪式上， 湖南财
信节能、长沙远大建筑节能、湖南互创能源等
企业， 分别就相关节能合作项目进行了现场
签约。

本报9月29日讯（记者 陈
薇） 记者今日从省文化厅获悉，
作为我省“雅韵三湘·艺苑金秋”
高雅艺术展示月活动之一的“乡
音·湘情”廖勇作品音乐会，将于
10月13日晚在湖南大剧院举行。

此次音乐会由省委宣传部、
省文化厅、省教育厅、湖南广播
电视台、 娄底市人民政府主办，
中国音协主席、著名作曲家赵季
平担任艺术总监，中央芭蕾舞团
交响乐团演奏。 据悉，该音乐会
汇集了廖勇精心创作的15首旋
律优美、 内涵丰富的优秀曲目，
王宏伟、雷佳、方琼、丁毅、甘萍等
歌唱家也将友情出演。

廖勇，湖南娄底人，毕业于
湖南师大音乐学院，后师从著名
作曲家赵季平学习作曲。 现任北
京歌剧舞剧院艺术总监、 副院
长。 主要从事舞台剧、影视剧音
乐创作，还创作有独立歌曲作品
近200首，其中《爱在心间》、《草
原之春》、《祖国是我永远的家》等
歌曲作品被广泛传唱。

据了解，作为“雅韵三湘”高
雅艺术普及计划五大板块之一
的“雅韵三湘·艺苑金秋”高雅艺
术展示月，将于10月在湖南大剧
院、 湖南音乐厅等集中演出1个
月，计划演出省内外舞台艺术优
秀剧节目23场。

本报9月29日讯（记者 王
文隆）从1993年招收252名小学
生，到今年在校小学、初中、高
中生共8472名， 长沙麓山国际
实验学校走到今天已是20周
年。 没有庆典， 没有地毯和鲜
花， 学校连日来分别邀请部分
中小学校长和重点高校湖南招
生负责人就“创新人才培养”举
办座谈会， 并于今天从简举办
一场校庆汇报会。 老同志文选
德出席校庆汇报会。

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学校于
1993年9月成立，开创“国有民
办”办学模式的先河； 2001年
11月， 学校与百年名校长郡中

学合并组建成湖南省第一个基
础教育集团———长郡教育集
团，实行“名校带民校”的办学
方略；2012年9月， 学校转为市
属公办，保留寄宿制办学特色；
2013年6月与长沙市第二十中
学捆绑发展， 实现优质教育资
源有效扩张。

20年来，麓山国际实验学校
共计培养了2万多名优秀毕业
生。 近年来，小学毕业生参加国
家、长沙市调研考试，优秀率和
合格率次次名列前茅；初中毕业
生参加长沙市中考，成绩年年居
长沙市前列；高中毕业生高考本
科上线率连年在90%以上。

本报9月29日讯（通讯员
薛国华 记者 乔伊蕾）9月28日
上午， 中国湖南人才市场交流
大厅人头攒动，不同肤色、不同
语言的人们汇聚在此， 拉开了
“湖南省海内外人才交流服务
月活动”帷幕。

此次活动共有200多家大
型企业现场设展， 提供各类岗
位4000余个，全省10个国家级
高新园区悉数到场， 省内各大
高校、 引智项目单位等参与其
中。活动月期间，还将成立中国
国际人才市场湖南市场（湖南

国际人才市场），举办湖南省企
事业单位人才开发专题讲座
等 。 此外 ， 还将首次发布
《2013—2014年湖南省海内外
高层次紧缺人才需求目录》，该
目录共收集全省259个单位、
732个岗位，共计1573名高层次
紧缺人才需求信息。《目录》的
发布， 将为我省高层次人才的
培养引进提供指导性意见，有
利于引导海内外高层次人才以
多种形式向我省急需产业、行
业、领域、项目、学科及地区流
动。

本报9月29日讯（记者 刘勇 通讯
员 梁解）今天，中国中部(湖南)� 国际
农博会组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
2013中国中部 (湖南)� 国际农博会将
于11月27日至12月4日在长沙红星国
际会展中心举行。其中，11月27日至28
日为来自大型采购商、连锁超市、餐饮
企业等行业的专业客商参观日。

组委会常务副主任、 省农业厅厅
长刘宗林发布， 本届农博会由农业部
和省政府共同主办，以“绿色与品牌、
交流与合作”为主题，以无公害食品、

绿色食品、 有机食品等农产品展销为
重点，以农业新技术、新品种、新设备
展示和交易为主体， 在满足市民消费
需求的同时， 将重心放在邀请专业客
商和组织经贸洽谈上， 引领农业全面
发展。

本届农博会共设特装展位和标准
展位660个。 展馆一楼将分设国际展
区、新奇特农产品大观园、中部6省龙
头企业展区、休闲农业展区、创意农业
展区、生鲜水果展区等，其中休闲农业
展区、 创意农业展区为历届农博会以

来首次设立； 二楼将分设市州特色农
产品直销展区、种子展区、中部6省以
外的名优农产品展区等； 三楼将设为
中小企业综合展区。客商、市民届时逛
农博会，既可谈生意、开眼界，又能享
口福、得实惠。

目前，农博会各项筹备、招商工作
正在有条不紊进行。 中国中部 (湖南)�
国际农博会的前身是湖南农博会，自
1999年创办以来，历经14年发展，已经
成长为在全国有深远影响的农业品牌
展会。

本报9月29日讯（记者 周月桂 通
讯员 张倩）风雨唱罢，阳光登场。国庆
长假即将来临， 三湘大地一改阴冷的
面孔，变得热情四射起来。省气象台预
计，10月4日前， 省内大部分地区以晴
天为主，适合出游。

“在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群湖
南人，他们一会儿穿衬衣，他们一会儿
穿棉衣。 ”面对天气的急剧变化，湖南

网友这样感慨。今天，省会长沙清晨在
风里还夹杂着丝丝寒意，14时气温却
已近28摄氏度，阳光颇有些灼人。省气
象台预计，黄金周期间天气较好，适宜
旅行外出活动。 其中，10月2日至3日，
弱冷空气影响我省，省内云系增多，湘
西部分地区有弱降水发生；5日至7日，
弱冷空气渗透南下， 全省部分地区有
降温、降水发生；其他时段天气晴好。

国庆假期将近，计划着外出旅游、
饱尝美食的朋友们要谨防“假期综合
征”。 专家提醒，秋季本来就是腹泻高
发期，而节假日由于饮食不当、起居无
序，容易引起消化不良、过度疲劳，进
而导致头昏、乏力、肠胃不适等，建议
公众假期应避免暴饮暴食、 不规律作
息，少吃寒凉食物，也不要因为外出旅
游而耽误休息时间。

本报9月29日讯 （通讯员 胡玉
辉 记者 李伟锋） 第十届中国国际中

小企业博览会于9月25日至29日在广
州举行。 我省58家中小企业组团参

加， 获得2.2亿元合同订单。
本届中小企业博览会由工业和信

息化部等六部委、 广东省和印度尼西
亚中小企业与合作社国务部、 联合国
南南合作办公室联合主办， 以“节
能、 环保、 低碳、 绿色” 为主题。 展
会设立国际标准展位5000个， 展览
面积10万平方米， 其中专业展展区达
6.5万平方米， 专设汽车零部件及用
品、 绿色食品、 珠宝及工艺品、 应急
技术产品、 智能装备、 节能环保技术
产品等6个专业展。

我省在本届中博会设有标准展位
60个， 集中展示陶瓷、 纺织服饰两个
大类。 醴陵红官窑瓷业借助会展积极
推介其主打产品艺术瓷， 其釉下五彩
瓷已成为收藏市场的新宠， 获得市场
广泛认可； 娄底吴哥世家服饰、 长沙
爱晚亭家纺、 龙山县秋梅土家织锦、
益阳龙源纺织推出的系列新产品， 收
获较多订单。

理性看待旅游团费上涨

“乡音·湘情”廖勇作品
音乐会将唱响湖南

麓山国际走过精彩20年

海内外人才交流服务月活动启幕

9月 29日 ，
洪江市安江镇
豹 子 垅 社 区 ，
居民领取安全
套 。 该市在安
江镇 、 黔城镇
的多个社区安
装了计生药具
免 费 发 放 机 ，
居民凭二代身
份证 ， 就可领
取一盒国家免
费提供的安全
套。
杨锡建 向华

摄影报道

操办婚丧喜庆“新规”11月1日施行

成品油全面回归
“7元时代”

93号汽油、97号汽油、0号柴油，
每升分别下调0.2元、0.21元、0.19元

节能服务
产业联盟成立
全省节能服务公司162

家，数量居中西部第一
国庆长假天气好

11月下旬举行农博会

58家湘企参加中小企业博览会
获得2.2亿元合同订单

9月28日，长沙市开福区四方坪街道胜利社区，计生协会的工作
人员来到杨巧珍老人家，送来爱心救助金和食品。去年初，该协会设
立“爱心救助基金”，对社区特困户实施救助。 本报记者 刘尚文 摄

身边的�� 美丽 情暖
特困户

婚礼宴请人数累计不得超过200人，违规收受的礼金及贵重礼品一律收缴，婚礼车队和殡葬车队不得超过8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