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获国土资源部调剂追加与奖励

我省用地计划指标
新增3.87万亩

本报12月3日讯（通讯员 江翔 记者
彭雅惠）记者今天从省国土资源厅获悉，
国土资源部根据我省重点基础设施项
目、民生环保工程、社会事业等建设用地
需求，调剂追加我省计划指标3.64万亩。

隆回县、汉寿县、桃源县、安化县被
评为第二届全国国土资源节约集约模范
县，分别获得国家奖励计划指标500亩；
为支持新田县扶贫开发建设， 国家安排
计划指标300亩， 合计调剂奖励我省计
划指标3.87万亩。调整后，2013年下达我
省用地计划指标为22.54万亩，其中占用
农用地18.66万亩（耕地10.33万亩）。

今年我省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紧
张，省国土资源厅优先安排省重点基础设
施项目、重大产业项目、民生环保工程、市
政建设、园区发展、社会事业等用地，保障
了我省发展用地和民生用地需求。

本报记者 蒋剑平 戴勤
通讯员 仇湘中

近日， 邵阳市委学习中心组（扩
大）举行今年第5次集体学习，专题学
习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 市委书记郭光文告
诉记者， 市委中心组成员负有带领全
市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使
命，是邵阳加快发展的“引擎”。中心组
成员认识提高了、思想统一了，才有利
于目标的确定和措施的落实。因此，在
中心组学习中， 我们做到市级领导带
头学，紧密联系实际学。

郭光文说， 市委中心组学习既坚
持“不走样”，又做到“特色化”。对于中
央、省委重大部署，都毫不动摇地加以
落实，始终坚持上级精神“不走样”。鉴
于邵阳是个经济欠发达的人口大市，
在加快发展进程中， 市委中心组
在学习中密切联系邵阳实际，切
实解决邵阳发展面临的实际问
题，做到理论学习“特色化”。

去年3月， 邵阳新一届市委、
市政府班子上任伊始， 中心组就
“加快邵阳发展大家谈”开展学习
讨论， 以充分调动广大干部群众
的参与热情。在为期2个月的大讨
论中，共收到各类意见建议近13
万条、论文5700多篇，中心组成
员带头撰写建议和调研报告。通
过这次大讨论，邵阳市出台了7个
具有重大战略指导性的文件，提
出了“八个建成” 的远期战略目
标， 即把邵阳建成世界著名旅游
胜地、享誉中外的文化名城、国家
重要交通枢纽、湘桂边物流中心、
产业兴旺经济强市、 湖南西南生
态屏障、民主法治和谐社会、全面
小康幸福家园。“大家谈”后，掀起
了“大家干”热潮，当年该市在年
度绩效考核中获得全省第五名、
大湘西地区第一名。

针对邵阳市人口多、 社情复
杂的市情，去年6月，市委中心组

主要就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进行集中
学习，请来省委政法委副书记田福德、
陈树林专题讲座。 市委中心组成员发
言讨论， 决定在全市推广洞口群众工
作站经验。今年10月，全省群众工作经
验交流会在邵阳召开。

邵阳风光秀丽， 拥有世界自然遗
产崀山以及南山、黄桑等著名景区。为
发展邵阳旅游产业，近两年来，市委中
心组先后请来著名旅游经济学家魏小
安等专家学者授课。 专家学者提出的

打造崀山旅游龙头、发展生态旅游、景
区提质、构建大湘西生态文化旅游圈、
建设中心城市休闲带等多项建议，被
市里采纳。

一个强大的“引擎”，需要不断充
电、 加油。 邵阳市委为搞好中心组学
习，采取了一系列配套措施。其中，特
别强调一把手“抓学”。每次中心组集
中学习，市委书记亲自审定学习计划，
安排交流主题， 并抓中心组其他成员
到课率，督促学习通报的落实，带头撰

写理论文章和调研报告。去年，为落实
重大项目建设， 市委四大家领导深入
基层调研100多场次， 到联系点做形
势宣讲和工作调度200多场次。

邵阳市委中心组学习还紧扣理论
联系实际这个关键， 着眼于学习成果
转化，努力做到学以致用、用有所成。
学习， 正日益成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的驱动力。今年1至9月，邵阳8大主要
经济指标增速全部高于全省平均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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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沙兆华

12月3日，是第22个“国际残疾人
日”，今年的主题是：消除障碍,共建一
个包容和发展的社会。

12月2日，“让我们相互温暖”———
一场相亲交友联谊会在长沙举行，来
自全省的300多名单身残疾人相聚一
堂，寻找人生另一半。当“爱”与“被爱”
多少有些奢侈，他们渴求着包容，期待
着消除障碍，希望获得爱与被爱。

“另一半”难觅，渴望全
社会关注

在相亲交友会上，33岁的李迎看
上了21岁的何娟，两人都是聋哑人。

“33岁了，你会不会觉得李迎年纪
大了？”通过手语翻译，记者问何娟。

“不会，只要合缘就好！”在郴州做
服装生意的何娟是个开朗、阳光、懂事
的女孩，当爱情之门被叩响时，她表示
要经过慎重的交往和磨合。

李迎是蓝思科技一名技术工人，
月薪4000多元。 他说，26岁时才谈过
一次恋爱，后来由于性格不合分手。

李迎告诉记者， 蓝思科技有60多
位聋哑工人，70%没有女朋友，50%连
恋爱都没谈过。究其原因，李迎表示圈
子小，沟通困难。

省聋人协会主席陈晓阳表示，造
成残疾人婚姻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
的： 一是残疾人家庭经济条件大多较
差；二是残疾人社交圈子受到限制，残
疾人恋爱婚姻对象呈现固定模式，聋
人与聋人结婚，肢残人与肢残人结对;
三是不少残疾人缺乏恋爱婚姻家庭观
念，不懂得去付出爱和关心。

据统计， 我省20岁及以上残疾人
中 ， 未 婚 人 口 有 54.43 万 人 ， 占
13.93％。陈晓阳说，扩大他们的社交
圈意味着扩大他们的通婚圈， 希望政
府、 有关部门或者机构建立专门的残
疾人婚姻介绍机构， 或定期举行相亲
交友联谊会等活动， 来帮助他们找到
生命中的“另一半”。

婚姻艰难，离婚现象普遍

“我已经努力，可还是唤不回她。”
记者在某按摩店见到28岁的盲人小伙
子乐全，他诉苦道。

乐全是长沙人，妻子是个健全人，
家在农村。2012年底经人介绍，两人结
合。

“结婚没多久，她就开始嫌弃我，
从来不把我介绍给她的朋友， 花钱又
没节制，矛盾自然也就有了。”今年10
月，妻子去了娘家，索性就不回了。乐
全完全明了妻子嫌弃他是个盲人，他
只能结束短暂的婚姻。

记者了解到， 残疾人与健全人结
合后离婚现象较为普遍。2007年至
2012年底， 我省残疾人离婚人数达
96.7万人。省盲人协会副主席郭洋说，
离婚，是许多残疾人心头的一块伤疤。
要真正改善残疾人的婚姻状况， 最主
要的是逐步提升他们就业能力， 使婚
后生活有经济保障。此外，还需要在全
社会消除歧视， 扩大残疾人的社会参
与机会，增强残疾人的社会参与能力，
开阔他们的视野和胸襟， 才能赢得婚
姻的持久。

幸福，要共同编织

采访中，记者也看到，不乏婚姻家
庭幸福的残疾人。 今年同为37岁的聋

哑人黄小平、 周佳霖夫妇就用自己的
双手编织出甜蜜的生活。

周佳霖是古老手工工艺———棕编
的传承人。 受她的感染， 黄小平也成
为一位民间棕编高手。 夫妻俩默默地
在棕编世界里， 享受着家庭的幸福美
好。 今年10月， 作为我省民间手工艺
者代表， 夫妻俩赴澳门参加了国际贸
易投资展览会， 将平时创作的200多
件精美的棕编工艺品呈现在世人面
前。

两人的爱情是从上长沙特教中专
开始的，恋爱6个月后，两人结婚，2年
后，迎来他们的爱情结晶。

白天， 两人就在位于长沙市南门
口的工作室里编棕编， 当周佳霖编得
不耐烦的时候，黄小平就会拍拍她，示
意她休息。当黄小平编得不好时，周佳
霖就不客气地批评，黄小平总是笑笑，
将不好的丢掉，重新再编。默默地，两
人携手度过了12个春秋。

两人靠着双手支撑着家， 支撑着
共同艺术梦想。今年夏天，两人历时一
个月合作完成棕编《九龙飞舞》，九龙
各具神态，异常精美，凝聚了两人的智
慧和才华。

张梁

为迎接 “12·4” 全国第13个
法制宣传日 ， 全国各地正开展多
种形式的普法宣传进社区活动 。
（12月3日 《人民网》）

开展普法宣传 ， 对不断推进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 提高全民法
律意识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 。然
而，也有不少地方将如此重要的普
法宣传流于形式 ，一条横幅 ，几张
桌子，几面展板，几摞宣传单，几名
工作人员， 社区普法宣传开张了。
一面是群众热情高涨踊跃参与，另
一面却是主办方形式主义敷衍了
事 。面对群众渴望的眼神 ，工作人
员往往不过发发宣传单，讲讲无关
痛痒的话。当负责人对着镜头慷慨
陈词一番后 ， 工作人员就匆匆收
摊离去， 留下一地印刷品。

这样尴尬的场面只能说明 ，
时下有些普法宣传虽然走进了社
区， 却并没能深入群众。 老实说，
一些普法宣传活动的初衷很好 ，
但一旦开展起来 ， 就不可避免沦
为作秀。

现在基层群众的诉求越来越
复杂 、 越来越尖锐了 ， 他们对法
律的渴望也大大增强 ， 如果缺乏
法律专业知识、 技能和实务经验，

普法宣传工作者既不可能很好的
回答群众提出的法律疑问 ， 给他
们一个准确的法律说法 ， 更不可
能给他们提供一个有效的解决途
径， 真正化解他们的难题或诉求。

群众的疑问回答不清 ， 难题
解决不了 ， 无论初衷再美好 ， 名
字再好听 ， 口号再动人 ， 这样的
普法宣传活动 ， 终究不过是一场
令群众鄙夷的 “广场秀”。 群众希
望得到真正有用的法律帮助 ， 而
不是那些塞到手中的捉摸不透的
法律条文， 也不是那些无关痛痒、
难以理解的所谓法言法语。

转型时期普法工作者面对的
群众 ， 诉求往往急切而尖锐 。 他
们为解决诉愿 ， 可谓历经坎坷 ，
百般波折 ， 但仍对法律和法治抱
有希望 。 但一些普法者 ， 很多时
候 ， 却并未认识到自己肩负的责
任和担当的角色 。 也许已经习惯
了毫无压力的敷衍 ， 哪怕群众有
再多的伤心事要诉说 ， 都难得激
起人们的认真解答， 倾力相助。

普法宣传工作者的角色并不
只是宣传。 深入社区的普法宣传，
只有提供更多货真价实的法律帮
助 ， 切实体现深入群众 、 服务群
众的工作作风 ， 才能解除民困 ，
赢得民心。

渴望爱与被爱
———关注残疾人爱情婚姻现状

本报12月3日讯（记者 张尚武 通
讯员 黄勇华） 据长沙海关今天发布，
为推进湖南外向型经济发展， 长沙海
关启动综合业务改革， 并同步推进简
政放权工作。

长沙海关落实海关总署的统一部
署，除对在国务院备案的21项海关系统
行政审批事项中的部分予以取消和下
放以外，还进一步简化了关区内部核批
程序，梳理出业务执法领域内部核批事
项180项，减缩层级29项，授权审批18
项，取消、下放、转移外包17项，共调整
64项。如将内支线运输经营权审批由原

来的业务现场3级审批减缩为2级审批；
取消了外传验估联系单审批等。梳理出
非业务执法领域内部核批事项159项，
通过取消、压缩、整合、下放等方式，调
整了126项，提高了行政效能。

减审批，强监管。通过建立“户籍
式管理”体系、推进差别化稽查作业、
健全完善监管、稽查、缉私执法联动机

制等后续管理措施，使二线的稽查、核
查、缉私等措施与“一线快起来”相关
措施形成错位分工，防控风险。

减审批，优服务。通过优化业务现
场岗位授权、 建立以岗位为单元的工
作标准体系、优化考核机制、推进业务
信息化平台建设，统筹基层自控、职能
监控、 专门监督3个层级的风险防控，

保障各项业务改革措施取得实效，大
大缩减了业务审批所需要的时间，提
高了通关效率。

简政放权，化繁为简，真正方便了
外贸企业。 中联重科进出口部负责人
王小霞说：“原来1小时才能办完的通
关业务，现在只需要10分钟，我每月跑
海关的次数也减少了一半。”

本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李勇

【同心故事】
“我们有病就来找刘教授，她

每次都无微不至”、“过年放假，刘
教授每天都来查房，给我们最大的
安慰”……12月3日，走进位于湘雅
医院老年内分泌科49病室，病友们
纷纷向记者表达对农工党湖南省
委常委、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老年内
分泌科主任、老年病科（干部医疗
科） 副主任刘慧霞教授的感激之
情。

1983年大学毕业后，刘慧霞留
在湘雅医院工作， 至今整整30年。
2010年，刘慧霞牵头创建了湘雅医
院老年内分泌科49病室。病室创办
伊始，人手非常紧张，她日夜坚守
在病房， 从来都没有好好休息过，
有重症患者时还经常睡在病房里。

面对病人必须微笑，这是刘慧
霞发自内心的流露，也是她对全病
室医生、护士的要求。因为服务的
对象是老年人， 她经常告诉学生，
要有爱心、耐心和热心，尤其是那
些家庭缺少温暖的老年患者，除了
在医学方面做好服务工作，在精神
方面更需要照顾和交流，让他们身
心同样得到关爱。

有的老年病人身上散发着恶
臭，但是刘慧霞每次给他们看病时
都轻言细语、贴心诊断，从没有皱
过一次眉头。怕老人们听力不好躺
在床上听不见，刘慧霞总是会俯下
身子， 贴近他们的耳畔仔细叮嘱。
一个早上30多个住院病人查房下
来，经常是腰酸背痛。“刘教授把病

人当成了家人。” 护士长邹艳波告
诉记者。

今年5月， 长期劳累的刘慧霞
突发角膜炎， 双眼打上厚厚的纱
布。眼科医生一再叮嘱她，要卧床
休息48小时。可她第二天就在学生
的搀扶下， 坐在专家门诊室里，坚
持给病人问诊。“眼科医生晚上打
电话到我家里‘骂’我，说‘你眼睛
会瞎掉的’。 但是门诊病人都是从
全国各地来的，千里迢迢就是为了
赶上每周只有一次的专家门诊，如
果因为我的病而取消，他们会非常
失望。”刘慧霞说。

因为医技精湛、 医德高尚，刘
慧霞深受病人及同行好评，病人们
都是怀着期盼的心来、 感恩的心
走，甚至出院了也还在联系，成为
了朋友。别人问她累不累。她说，自
己愿意用真心的微笑对待每一个
病人，让他们满意而归。

【同心连线】近年来，农工党湖
南省委围绕新能源、 绿色发展、两
型社会建设、水运物流、环境保护、
医疗卫生、关注弱势群体等问题开
展调研 ，打造了参政议政 “绿色品
牌”和“民生品牌 ”。近5年 ，农工党
全省各级组织组织专家教授开展
义诊800余人次，义诊咨询群众达3
万余人次。

同心 印象

电子邮箱：hnrbxwplb@163.com

三湘 时评

12 月 3
日，工作人员
帮助肾病患
者 （右 ）更换
床具。今年10
月中旬，康乃
馨老年病医
院将获赠的7
套房间，购置
日用家电，建
立起“肾友之
家”， 病友只
需交纳每天
10元的 水 电
费就可入住。

本报记者
赵持 摄

普法宣传，入社区更要入民心

简政放权 提高效能

长沙海关让企业少跑路 刘慧霞：把病人当家人

生效裁判文书明年起上网公布

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主办

提高理论素养 给力改革发展

本报12月3日讯（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禹爱民） 记者今天从省高
级人民法院了解到，《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
判文书的规定》， 最近已由最高人
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 决定自
2014年1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

院将在中国裁判文书网（www.
court.gov.cn/zgcpwsw） 上统一公
布全国各级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文
书，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涉及
国家秘密、个人隐私的；涉及未成年
人违法犯罪的；以调解方式结案的；
其他不宜在互联网公布的。

增强发展“驱动力” ———全省市州党委中心组
学习巡礼·邵阳市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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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3日

第 20133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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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1000 300000

组选三 313 320 100160
组选六 0 160 0

0 40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3年12月3日 第2013142期 开奖号码
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63900184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8
二等奖 119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1 6250000
3 266147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171
55431

1122936
8617774

27
1632
36786
280497

3000
200
10
5

14 20 22 291211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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