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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16日讯 （记者 何
淼玲 王曦 通讯员 唐龙海）全
省检察机关坚持“老虎”、“苍蝇”
一起打， 深入查办发生在群众身
边的腐败案件。今天，省人民检察
院召开新闻发布会， 通报了全省
检察机关1至11月查办的一批大
案要案。

今年1至11月共立案查办贪
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件1254件
1673人，其中，有省交通厅原党组
书记陈明宪、原副厅长李晓希、邹

和平涉嫌特大受贿， 醴陵市原市委
书记蒋永清等人涉嫌贪污受贿等大
要案件907件。涉案金额百万以上的
大案133件178人； 处以上领导干部
要案80人（含厅级6人）； 涉及“三
农”、教育、就业、住房、水利、社会保
障、征地拆迁、安全生产、医疗医药
等民生领域的职务犯罪案件343人。
特别是通过及时查办邵东县魏家桥
镇原党委书记李俊国等人涉嫌挪用
征地款300万元、长沙市雨花区黎托
街道重点办杜志龙等人贪污拆迁款

67万余元等直接损害人民群众利益
的案件，产生了良好社会反响。

各级检察院围绕粮食补贴、 生
猪补贴、 退耕还林补贴、 农机购置
补贴、 农村低保五保补贴等支农惠
农强农政策实施， 惩治职务犯罪，
今年1至11月共查处57件81
人。 特别是通过查处涟源市
财政局外经股股长廖世雄，
财政所家电下乡操作员李
渊、 杨辉等5案7人涉案金额
达1000万元的“家电下乡

补贴” 案， 长沙市人社局副局长尹
久长等人套取农民工培训补贴资金
580余万元， 以及湘西地区涉及农
机等补贴达4000万元的贪污、 受
贿、 渎职犯罪系列案件， 强化了服
务民生力度。

“老虎”“苍蝇”一起打
检察机关1至11月查办处以上干部80人，其中6名“厅干”

本报12月16日讯 （记者 李伟
锋 通讯员 胡玉辉）今天，省经信
委、省商务厅等部门牵头，组织全
省医药企业在长沙开展产需对接，
成功签订40个购销合同，签约购销
金额达21.3亿元。 副省长黄兰香、
省政协副主席武吉海出席。

今天的产需对接会上，重点展

示了56家医药工业企业的近200个
优势特色产品。目前，我省医药行
业拥有千金药业、汉森制药、九芝
堂等企业生产的18大类拳头产品；
另有一批在全国有一定影响力的

优势、特色药品。
医药产业是我省新兴优势产

业。省委、省政府通过出台政策措
施、设立发展专项资金等，大力支
持生物医药产业加快发展。 去年，

全省医药工业总产值突破600亿
元；今年1至10月，全省医药行业增
加值增速达19.5%， 全年总产值有
望突破700亿元。

杨朝清

只要天不下雨， 家住长沙白沙路
口的85岁老人陈振斌定会早早出门 。
他几乎每天都会在公交车上坐上5个
小时，找人说说话。老人的女儿忙于生
计，说起父亲的孤独，她说因为沟通太
少， 难以理解。（12月12日《三湘都市
报》）

读罢这则新闻，顿生怆然。作为交
通工具的公交车， 竟然成为了老年人
缓解精神空虚的平台。

老龄化背景下，如何做到“老有所
为”、“老有所乐”， 这是社会转型时期
的一个新议题。常理上说，现代养老至
少应该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 一是经
济支持，即满足老人基本的物质需要；
二是生活照料， 即为老人提供日常的
关照和护理；三是精神慰藉，即给予老
人经常性的情感互动和心理关怀。

绝大多数情况下， 老人的温饱都
没有问题。 问题在于不少老年人的精
神文化需求得不到有效的满足。

年轻人一再强调自己忙工作、 忙应

酬、忙恋爱……有没有想过家里的老人？
他们老了，不再是风里来雨里去的英雄，
而是需要照顾、需要陪伴的“老小孩”！看
过这样的新闻，目睹身边的辛酸事后，相
信每个人都会有所感触———给父母打个
电话，抽时间回家陪陪老人吧！

服务也有缺位。 步入 “陌生人社
会”， 老年人的活动场所和公共空间确
实很少。这时候，公共部门应该加强公
共服务。比如，社会组织可以提供家政、
送餐、陪聊、陪护等关爱老人的服务；社
区可以借鉴欧美国家发展社区的经验，
多开发一些参与性强的邻里活动。

同样，老年人也不能“自我边缘化”，
将活动范围封闭在一个狭小逼仄的空间
里，需要学会用平和心态，融入老年人社
会， 积极主动地参与集体活动和公共生
活，主动化解心理上的孤独感。

消解“老无所乐”的悲情，需要我们
共同努力。

消解“老无所乐”的悲情

医药产业产需对接21.3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