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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14日讯（记者 肖建生
通讯员 向小明） 据国家统计局湖南
调查总队今天发布的数据，9月份，我
省居民消费价格 (CPI) 环比上涨
1.0%，同比上涨3.7％，八大类商品价
格与上月相比呈“六涨一降一平”态
势，其中食品类价格上涨2.0%、娱乐
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上涨1.9%、家庭
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上涨0.1%、居住
类上涨0.2%、衣着、医疗保健和个人
用品均上涨0.4%,烟酒类持平,交通和
通信类价格下降0.2%。 1-9月份湖南
消费价格累计上涨2.2%。

9月份，我省鲜菜价格继续上涨，

与上月比上涨8.7%。如长沙市鲜菜价
格环比上涨10.7%， 在统计的28个蔬
菜品种中有24个上涨，涨幅排前三位
的是茄子、大蒜叶、小白菜，分别上涨
40.8%、35.5%和32.5%。 鲜菜价格大
幅上涨的原因： 一是9月份处于夏季
蔬菜生产和上市供应的末期，本地上
市量急剧减少，大部分蔬菜需从外省
调运，市场处于“青黄不接”时期。 二
是7、8月份我省持续高温干旱对蔬菜
生产造成了严重影响，对蔬菜的贮存
及贩运也影响很大。

9月份， 我省肉禽及其制品价格
与上月比上涨2.3%。其中猪肉价格上

涨3.1%， 牛肉上涨3.7%， 羊肉上涨
2.0%，畜肉副产品上涨1.8%。 肉禽及
其制品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首先是
生猪价格逐步回升，推动猪肉价格上
涨；其次是进入秋季，购买禽、肉类的
消费需求增大,从而带动了价格的上
涨。

9月份， 我省蛋类价格与上月比
上涨3.5%。 其中鲜蛋价格上涨3.8%，
蛋制品上涨1.2%。蛋类价格上涨主要
原因是受节日影响，鸡蛋需求量大幅
增加，拉动近期鸡蛋价格继续攀升。

受中秋和国庆长假来临及新旅
游法即将实施影响，旅行社的收费标

准大幅度提高，9月份与上月比价格
上涨7.0%。

9月份， 我省教育服务价格有所
上涨， 与上年同月比上涨3.5%。 其
中， 学前教育上涨5.9%， 中等教育
上涨2.8%， 高等教育上涨2.3%， 专
业技能培训上涨3.5%。 如株洲市学
前教育的价格较上月上涨11.1%。 其
中每学期日托、 全托的价格由上月
的 2587.5 元 、 3925 元 ， 上 涨 至
2712.5元和4625元， 分别上涨4.8%、
17.8%。 常德市一中高中二年级一期
学费由原来的1053元涨至1285元，
上涨22%。

沈德良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就坚持和发
展浙江“枫桥经验”作出重要指示，强
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枫桥
经验”的重大意义，发扬优良作风，适
应时代要求， 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善
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
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 ，把
“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
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10月12
日《人民日报》）

一个50年前创造的地方经验，之
所以历久弥新、充满活力，最关键的
一点，就是始终坚持把依靠群众作为
工作的出发点与归宿。

为了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
历来是我党最大的政治优势。作为一
种社会管理模式，“枫桥经验”在经历
半个世纪的社会发展、变迁后依旧具
有旺盛的生命力，体现的是人民群众
创造性实践的伟大力量，体现的是党
的群众路线的伟大力量。

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
和服务；创新社会管理，方法、途径或
许多种多样，但最终的归宿必然是服
务群众，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
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创新管理的重点在基层、难点在
基层，希望也在基层。

依靠群众的力量，及时从源头化
解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各类问题与矛
盾，就能让社会管理与中心工作实现
无缝对接，就能让党和政府的决策赢
得广大群众的拥护与支持，就能在密
切党群干群的基础上夯实党的执政
基础。

创新社会管理，是保证社会和谐
稳定的前提。

可谓“条条道路通罗马”。 这些年
来， 我省郴州市把人民调解作为创新
社会管理的总抓手， 让更多党员干部
在走进群众、 深入基层的过程中了解
社情民意， 在帮助群众解决矛盾纠纷
中体察群众疾苦，把准社会脉搏，在实
际工作中提升群众工作的能力， 达到
教育群众、 发动群众、 引导群众的目
的，使之成为新时期矛盾纠纷的“减压
阀”、社会稳定的“安全闸”、经济发展
的“推进器”、政府和群众的“连心桥”。

无论是浙江的“枫桥经验”，还是
郴州推行的人民调解模式，二者之间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这里的“异”，在
于工作方法方式上的差别，而二者之
间的“同”，就在于都把依靠群众作为
开展工作的出发点。

本报10月14日讯（记者 乔伊蕾）
记者今天从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获
悉， 我省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
中心自今年8月28日上线以来，得到了
广大网友的积极响应， 共接到各类举
报信息105件次。 根据网上线索，省互
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调查核
处，依法关闭钓鱼网站25家。

据介绍，9月是《快乐男声》、《中
国好声音》、《中国梦之声》 等热门电
视节目播出的黄金时期，网民对以这
些热门电视节目为仿冒对象的钓鱼
网站举报较多，此类举报占总举报数
的30.48%。 不法分子制作的假冒钓
鱼网站通常与官方网站差别细微，网
民难以区分。不法分子利用网民和观
众对电视节目中中奖信息习以为常、

缺 乏 警 惕 的 心 理 ， 采 取 短 信 、
E-mail、微信、微博、QQ等方式来发
送场外中奖信息进行诈骗。省互联网
信息办公室根据这一情况， 经过核
查， 在第一时间内会同相关部门，关
闭了25家此类钓鱼网站。 同时，举报
中心的工作人员也请大家提高警惕，
避免掉入钓鱼陷阱。

省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
心有关负责人表示，将严格执行国家法
律法规，加大打击治理力度，并将积极
配合国家有关部门开展的规范互联网
新闻信息传播秩序专项行动，畅通举报
平台 (� http://wfblxx.rednet.cn/� )，欢
迎社会各界依法据实举报违法违规网
站。举报中心将及时受理举报线索，并
转交相关部门依法处置。

本报10月14日讯 （记者 周
月桂 通讯员 孙姣） 新的一周，
三湘大地将迎来今年入秋以来最
强冷空气过程。 今晚起， 省内自
北向南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温、 大
风天气过程。 气象专家提醒大
家， 注意及时添衣保暖。

近段时间， 三湘大地秋阳明
媚， 暖意融融。 不过， 今晚开始
的冷空气过程， 将牵引着湖南气
温快速下降。 省气象台预计， 14
日晚至15日， 受较强冷空气影
响， 我省自北向南有一次较明显
的大风、 降温天气过程， 过程降
温幅度可达10至12摄氏度。 不
过此次冷空气来去匆匆， 本周后
期全省天气晴好， 气温逐步回
升。

本报10月14日讯 （记者 邓
晶琎） 记者今日从广铁集团获
悉， 为防范今年第25号台风“百
合”， 确保铁路运输安全， 广铁
将调整15日至16日的部分列车车
次发到站 。 旅客可通过铁路
12306网站查询具体情况。

此次调整涉及我省的车次情
况为： 15日长沙至海口的K407
次改为长沙至广州； 15日上海南
至海口的K511次 （途经株洲等
站） 改为上海南至广州； 15日北
京西至三亚的T201次 （途经长
沙等站） 改为北京西至广州； 15
日、 16日海口至长沙的K408次
改为当日广州至长沙。

为防范台风“百合”， 广铁
已实行24小时防洪值班， 在各大
干线关键部位加派人员严阵以
待， 并督促管内相关单位认真做
好防范和应急准备， 确保铁路运
输安全。

本报10月14日讯（通讯员 周科
际 记者 何国庆）近日，中南大学离
退休工作“八位一体”信息化平台开
通。中南大学党委书记高文兵点击短
信平台， 向学校6000多名离退休人
员发送“重阳节”祝福短信。

中南大学离退休工作信息化平
台包括“霞满天”离退休网站、“青山
颂”特色博客、“夕照明”一键通手机、
“黄昏颂”手机报、“秋风劲”信息服务

站、“飞雨花” 短信平台、“自奋蹄”通
讯联群和“彩虹桥”志愿服务系统等8
个板块。 通过网络平台，老年人可以
充分享受到现代科技提供的便捷、快
速和丰富多彩的晚年生活。

开通仪式上，一名离退休老同志
现场通过“秋风劲”信息服务站打印
工资条和查询体检结果。校友金立集
团总裁捐赠了“一键通” 手机1000
台。

本报10月14日讯 （记者 邓
晶琎 通讯员 胡富君） 记者今日
从长沙海事部门获悉， 14日上午
8时,湘江长沙综合枢纽坝下水位
降至24.94米， 为入秋后最低水
位， 并低于千吨级航道设计水位
1.41米。 海事部门提醒， 2000吨
级以上货轮从枢纽坝下航行时，
不能满载行驶， 以防搁浅。

据湘江长沙综合枢纽海事处
处长李丽君介绍， 自9月26日以
来， 湘江流域近半个月未降大的
秋雨， 洞庭湖水位呈逐日下降态
势。 由于从湘江枢纽坝下顺江至
湘阴约60公里的水域内， 有望城
新康滩等多处浅水航段， 因此
2000吨级以上货轮进入该水域
行驶时需科学配载， 以确保航行
安全。

另据了解， 为确保溪浙800
千伏高压直流线路工程施工安
全，10月15日至10月25日的每天
8时30分至18时， 长沙市地方海
事局将对湘江长沙段望城洪家洲
水域实行交通管制， 禁止水面以
上总高度超过12米的船舶通过。

9月份CPI同比上涨3.7%
鲜菜、肉禽、蛋类、旅游、教育服务等价格全面上涨

依靠群众是所有工作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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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大学开通“八位一体”信息化平台

入秋以来
最强冷空气袭湘
局部地区降温将达12摄氏度

防范台风“百合”
今明部分列车调整发到站

湘江长沙综合枢纽
下游进入枯水期

2000吨级以上货轮不能满载航行

10月13日， 省摄影家协会组织摄影家在韶山市进行摄影创作。 最近， 韶山市和省摄影家协会联合举办 “新韶山
新印象” 全国摄影大赛暨微摄影比赛， 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 阿诺 摄

本报10月14日讯（记者 刘勇）开
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来，
省政府办公厅坚持把领导带头作为
第一推动力， 发挥领导带头示范作
用，确保活动抓好抓实。

带头加强理论学习。 8月7日，省
政府秘书长、省政府办公厅主任戴道
晋主持开展厅党组集体学习， 学习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学习文
件选编》等资料。 8月15日上午，戴道
晋主持召开厅党组扩大会议，集中学
习徐守盛书记在第一批教育实践活
动单位主要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精
神。

带头征求意见建议。针对前段征
求到的意见聚焦“四风”不够，特别是
反映领导干部个人意见少的问题，戴
道晋再次组织征集意见，并要求查摆
问题要“有辣味”，要敢于揭短亮丑。
通过“回头看”，厅党组重新征集到意
见166条， 其中针对戴道晋个人的意
见4条，针对班子成员个人“四风”问
题的占47.1%。

带头做到立行立改。省政府办公
厅组织出台了治理公务用车、清理办
公用房、清理挂靠的协会和议事机构
等8项“做得到、改得了”的整改措施，
并率先制定了《省政府办公厅（研究

室） 立行立改八条措施分工负责方
案》，明确整改内容、责任领导。 目前
各项整改工作进展顺利。

带头开展整章建制。 修订《湖南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制度汇编》， 构建
作风建设长效机制，对政府机关规范
行政行为、改进工作作风发挥重要作
用。

带头坚持统筹兼顾。 今年以来，
各位厅领导全力协助省政府领导，
深入一线， 指导抗旱、 防火救灾和
粮食收购等工作， 做到了教育实践
活动与中心工作“两手抓、 两不误、
两促进”。

本报10月14日讯（通讯员 何峙嵘
黄义达 记者 刘勇）近期，省地税局组
织党员干部，带着责任、问题和感情走
基层、访企业，开展党的群众路线调研
走访和谈心活动，取得良好效果。

带着责任调研。省地税局党员干
部严格按照省委要求，
以对地税事业发展负责
的态度，采取个别谈心、

实地走访、查阅资料、召开座谈会、调
查问卷、 反馈指导等形式开展调研，
广泛征求基层干部和广大纳税人的
意见建议。

带着问题走访。为充分了解基层
对省局机关在“四风”方面的意见和
建议， 省地税局党员干部带着问题，
先后深入金天钛业、武陵酒厂、酒鬼
酒公司等企业开展调研走访，一共征

求到对省局机关的意见建议50余条。
带着感情谈心。 在常德、张家界、

自治州、长沙等地，省地税局局长张云
英带着感情与各市州局班子成员面对
面谈心，鼓励大家不要顾虑，讲真话、
讲实话。通过谈心，充分了解了基层地
税人和广大纳税人的深切期盼， 为省
局机关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省政府办公厅： 领导落实五个“带头”

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省地税局： 带着责任、问题和感情走基层

本报10月14日讯（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欧凛
莹 邹锋） 今天上午，18台满载光伏电站组件的货
车从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八研究所出

发,奔赴内蒙古。 据悉，总装机容量为105MW的两
个光伏电站，是中电48所最新开发建设的“产品”，
标志着该所进入第三次产业转型升级。

中电48所投资建设大型光伏电站

10月 14
日 ， 长沙市
雨花区高桥
街道永定社
区 “金色康
丽 ” 协会成
立 ，200多名
会员均为60
岁以上的退
休 党 员 ， 协
会下设 “治
安 巡 防 、 爱
心 护 学 、 文
明 劝 导 ” 等
分会。

本报记者
刘尚文 摄

本报10月14日讯（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李军虎） 记者今天从沪昆客
专湖南公司获悉，随着沪昆高铁湖南
段沅江大桥本月12日凌晨顺利合龙，
标志着沪昆高铁湖南段103处连续
梁（即有3个或更多支座的梁）已全部
合龙，工程全面转入线上无砟轨道及
铺轨作业施工。

沅江大桥位于怀化市中方县铜
湾镇，横跨沅江。此桥连续梁共4个合
龙段， 跨度为88+168+88+40米，最
大一跨达168米， 是沪昆高铁湖南段
主跨最大的连续梁，居国内铁路客专
同类桥梁第一。承担施工的中铁十七

局有关人士介绍， 其中1、2号桥墩位
置水深达26米，施工难度大，为沪昆
高铁湖南段重点控制性工程，为中国
铁路总公司挂牌科研攻关项目。

沪昆客专湖南公司透露，目前杭
（州）长（沙）湖南段线下土建工程已
经全面完成，无砟轨道施工除长沙南
站外也已完成，进入站房工程等施工
阶段，正按计划组织江西宜春铺轨基
地进入湖南段内铺轨；长（沙）昆（明）
段线下土建工程也已接近尾声，无砟
轨道施工正在全面推进，娄底、怀化
铺轨基地也已做好了分向铺设长轨
的各项准备。

夏似飞

14日召开的省委常委办公会议，
决定向长沙下放45项省级经济社会
管理权限。 这是我省深化改革、简政
放权、 支持长沙率先发展的重大举
措。

长沙是湖南的省会，是引领全省
发展的龙头，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中
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目前，长沙市
经济总量、规模工业 、社会投资分别
接近或超过全省的三分之一，辖内的
税收收入、对外贸易 、企业利润分别
接近或超过全省的二分之一。 其发展
的快与慢，好与坏，直接关系到全省

的发展大局。 无论是长沙所处的地位
和发展阶段，还是所承担的责任和使
命，都要求赋予其更大的行政审批权
限以及相应的发展自主权。

千帆竞发，不进则退。 纵观全国，
各省区对省会的支持力度都在加大，
都在千方百计做大省会城市经济，提
升省会城市的首位度。 经过多年的发
展，长沙市经济总量已居全国省会城
市第7位， 处于全国省会城市发展前
列，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 ，前面的
“标兵”越来越远，后面的“追兵”越来
越近。 实践充分证明，凡是放权放得
好、放得到位的省会城市 ，发展积极
性就高，发展活力就强 ，发展环境就

优，发展速度就快。 在激烈的竞争面
前，如果我们固步自封 ，抱着一些该
放的权力不放，不仅追赶不上先进发
达城市， 而且还会耽误长沙的发展，
犯下历史性的错误。

我省向长沙下放45项省级经济
社会管理权限 ， 对长沙 、 对全省都
是一个重大突破 。 对长沙而言 ， 承
接好省级权限 ， 既是加快发展的重
大机遇 ， 也是深化改革的助推器 。
我们相信 ， 长沙市将以此为契机 ，
进一步加快改革发展 ， 自觉肩负起
先行者的使命 ， 展示出领头羊的风
采 ， 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
更大的贡献。

■短评 支持长沙率先发展

主跨最大的多支座桥梁合龙

沪昆高铁湖南段
全面转入铺轨施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