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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19日讯 （实习生
左栀子 记者 周月桂） 从今年
开始， 商务部将对城步苗族自
治县进行为期10年的定点扶
贫。 商务部城步苗族自治县定
点扶贫启动仪式今天在该县举
行， 商务部副部长李金早及省
政协副主席杨维刚出席。

商务部将《国务院武陵山
片区区域发展和扶贫攻坚规
划》与城步县实际相结合，因地
制宜确定了帮扶方案及扶贫规
划， 定点扶贫计划包括整村推
进项目、 商贸物流体系建设和

民族特色产业等， 详细规划方
案将于明年4月完成。商务部计
划前期投入660万元资金用于
整村推进和建设希望小学。

据介绍，城步目前年人均纯
收入在1196元以下的贫困人口
达7.8万人， 占全县农村人口的
35.5%， 扶贫脱困任务仍然十分
艰巨，此次定点扶贫项目启动将
为该县社会经济发展注入强劲
动力。李金早强调，开展扶贫工
作的要点在于积极务实，制定的
计划目标要可实施、 可实现、可
持续。

本报12月19日讯 （记者 姚学
文 朱章安 陈鸿飞）12月17日，全
省民办教育首届创新发展大会在衡
阳召开。来自全省的300余位专家、
学者与会。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名誉
会长陶西平、省政协副主席王晓琴、
省民办教育协会会长唐之享等出
席。

近年来， 我省民办教育发展迅
速。 目前有各级各类民办学校
12200多所 （含民办培训教育机
构），在校生244万人，固定资产总
值200余亿元， 办学规模和办学效

益已处全国民办教育发展的第一方
阵。 但民办学校总体办学水平和办
学条件还有待提升， 违法违规办学
的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办学
和教育模式也有待创新。

王晓琴强调， 民办学校要加快
转变办学思路，拓展发展空间，走内
涵发展、品牌发展之路，为社会提供

多样化的优质教育资源。 唐之享要
求， 民办学校要在创新中不断拓宽
思路、新观念，明确创新发展的新目
标、 新要求， 制定创新发展的新规
划、新举措；在办学模式、教育模式
上大胆创新，办出特色，办出品牌，
为中国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做出应有
的贡献。

本报12月19日讯（记者 张斌）
今年24岁的贺建成，原本应拥有美
好的生活， 但这两年却因为身患重
症不得不躺在医院里。今天上午，省
政协副主席、 九三学社湖南省委主
委张大方来到湘雅一医院的病房看
望贺建成， 并牵线湖南省广东商会
为他送来爱心善款。

贺建成原是益阳商务电子学校
的一名学生，2010年突然发病，不
仅怕冷、肌肉无力、呼吸困难，还会
手脚发抖、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家
人带着他， 先后辗转到益阳市中心
医院、湘雅三医院求医看病，被检查

出身患“格林巴利综合症”。由于治
疗费用高昂， 贺建成在医院只能做
简单治疗，出院后待在家里静养。贺
建成父母务农， 父亲曾瘫痪在床9
年，完全丧失了劳动力，母亲也从小
患小儿麻痹症，为了给儿子治病，贺
建成父母四处筹钱， 目前已欠下几
万元债务。

一个偶然机会， 张大方获悉贺
建成的病况， 十分关注， 通过各种

途径帮忙筹措资金， 今天还特地到
医院给小伙子加油打气。 湖南省广
东商会会长张建辉是个热爱公益慈
善的热心企业家， 听说贺建成的事
后决定帮助他。 “提前捐赠的10
万元已经到账， 我们还会继续捐
赠， 直到把小贺的病完全治好为
止。” 张建辉说。 目前， 贺建成正
在医院开展相关检查治疗， 情况良
好。

农工党湖南省委
七届三次全会召开

本报12月19日讯（记者 张斌 通讯员 罗创）
12月18日至19日，中国农工民主党湖南省委七届
三次全会在长沙召开。农工党中央副主席、农工
党湖南省委主委龚建明向全会作工作报告。

会议回顾了农工党湖南省委2013年在思想
宣传、组织建设、参政议政、社会服务、机关建设等
5方面的工作，提出了2014年的主要工作任务。

2013年， 全省农工党党员积极参政议政，
在省市“两会”上提交集体提案87件，个人提案
638件。 全省农工党组织创新思路开展社会服
务，争取社会服务帮扶资金1000余万元。 龚建
明指出，农工党省委要深入学习研究，认真开展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实践活动，
注重人才强党， 进一步紧扣中心提升参政议政
水平，发扬自身优势打造社会服务品牌，转变作
风提高机关服务水平，为我省实现“四个湖南”、

“四化两型”建设和建设小康社会作出新贡献。
会议还选举农工党省委机关副厅级干部蒋

秋桃为农工党省委副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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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邹靖方

中纪委10月31日通知要求， 各级
党政机关、 国有企事业单位和金融机
构，严禁公款购买、印制、邮寄、赠送贺
年卡、年历等物品。临近岁末，新年将
至，记者到长沙市区的邮政部门、书店、
书市和机关单位采访发现，往年此时销
售红火的贺年卡、挂历、台历市场异常
冷清。有年历印刷商称，今年的销售和
去年同期比下降了一半多。

基本没有公款定制

“往年一年印刷贺年卡大概有
2000万张，今年还不到一成，基本上是
民企和私人定制的。” 湖南省邮政公司
信函广告局局长李胜军告诉记者。

湖南邮政于11月1日下发通知到相
关印刷厂，停止印制公费贺卡；同时停
止接受各单位申报印刷公费贺卡，对于
已经申报印刷的及时进行清理。

李胜军介绍，对于已经申印、尚未
交货的公费贺卡， 公司已全部销毁，印
制费用、 成本经费全部由邮政企业承
担。他告诉记者，往年10月起，便会陆
续接到政府各单位和国企的贺卡、年历
订单，“今年这项业务已大幅萎缩。”

记者电话联系了湖南电信、 移动、
联通、省质监局、省总工会等一些厅局
企事业单位，了解其对中纪委“禁令”的
执行情况。各单位均表示，今年没有公
款定制贺卡、台历。

贺卡年历市场冷清

邮局是贺年卡销售、邮寄的主要渠
道。记者在长沙市邮政局松桂园邮政支
局看到，今年仍然设置了贺年卡销售柜
台。“都是一张、两张买，顾客以学生和
老人居多。没有单位公款购买的。”销售
人员感叹，“今年贺年卡销售实在太冷
清了。”

邮局工作人员坦言，往年旺季一天

能销售１万多元， 今年1个月才卖了
500多元。

在长沙市定王台书市，记者采访了
几家销售贺年卡、年历、台历的店铺，都
称没有公款购买现象。“都是一两张、三
四张地卖，今年根本就没有大批量的买
卖，最近1个多星期，买得最多的就是一
个学生，也才一次买了20多张。”定王台
经营贺年卡的老板熊泽芳向记者吐“苦
水”：“我的货在八九月份就到了， 现在
家里堆了不少；今年误判了市场，怕是
要亏大啦！”

瞄准个人与商务市场

在采访中，记者也遇到了一些来选
购年历的市民。正在选购年历的王先生
告诉记者：“往年都是单位发年历，今年
中纪委禁止公款购买、赠送年历，只
能自己掏腰包购买了”。

湖南省邮政公司信函广告局局
长李胜军介绍，往年湖南公费购买的

贺卡大约占到贺卡总量的七成， 今年禁
令出台后， 这部分消费已全部取消。为
此，中国邮政集团要求企业及时转型，将
贺卡印制销售转到个人和商务市场。

“尽管部分业务受到影响，但这也
是好事，可以让贺卡回归到市场导向的
状态。现在我们已在进行贺卡制作销售
结构转型。”李胜军说，主要针对个人市
场，制作一些适合大众与个人消费的贺
卡，突出个人元素。“例如，增加一些时
尚、卡通的设计，或者加入传统文化的
色彩，添加一些环保的创新理念等。”

几位正在逛书市的学生表示，现在
信息技术这么发达， 早就选择短信、微
信、电子邮件等方式来发送“祝福”了。
“电子贺卡不用花钱，设计精美，品种很
多， 又绿色环保， 肯定会受到人们青
睐。”湖南商学院学生孙骞说。

临近岁末，又到了购买寄送贺年卡、挂历、台历之时。中纪委10月31日通知要求，
各级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和金融机构，严禁公款购买、印制、邮寄、赠送贺年
卡、年历等物品。长沙的贺卡、挂历、台历市场情况如何———

贺卡年历遭冷落
本报12月19日讯 （记者

王晗）今天上午，长沙市召开领
导干部会议， 宣布省委关于长
沙市人民政府主要领导调整
的决定： 胡衡华同志任长沙市
委委员、常委、副书记，提名为
长沙市人民政府市长候选人，
免去其省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党组书记、 提名免去其省发展
与改革委员会主任职务； 免去
张剑飞同志长沙市委副书记、
常委、委员，提名免去其长沙市
人民政府市长职务。

省委常委、 省委组织部部
长郭开朗宣布省委决定并讲
话，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易
炼红主持会议， 副省长张剑飞
出席。

郭开朗在讲话中充分肯
定了今年来以易炼红同志为
书记的长沙市委与市几套班
子成员， 在推动长沙实现又好
又快率先发展取得的成绩，并
对张剑飞同志在长沙的工作
给予充分肯定。他说，省委、省
政府对长沙市领导班子建设
一直格外关注。 这次省委对长
沙市人民政府主要领导的调
整， 是根据长沙市发展需要和
领导班子建设实际， 经过反复

酝酿、慎重研究后作出的决定。
胡衡华同志是长沙市委副书
记、市长的合适人选。他表示，
长沙作为省会城市， 是我省全
面深化改革的排头兵， 在落实
党的十八大、 十八届三中全会
和省第十次党代会精神， 加快
我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推进
“三量齐升”，推进“四化两型”、
“四个湖南”建设的进程中担负
着重要责任，省委、省政府对长
沙的发展寄予厚望。 长沙市各
级领导班子要恪尽职守、 不辱
使命，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绩，
开创长沙更加美好的明天。

易炼红表示， 坚决拥护省
委决定， 坚决服从省委安排。
他说， 当前， 长沙发展正处在
一个新的起点， 责任使命在召
唤我们， 人民群众对我们充满
期盼， 长沙市各级领导班子和
领导干部要紧紧团结在省委周
围， 按照省委、 省政府正确部
署， 团结带领全市干部群众，
务实进取， 扎实工作， 以全力
推进“六个走在前列”， 率先
建成“三市”， 强力实施“三
倍”， 加快长沙现代化进程的
新风貌、 新业绩、 新作为， 奋
力谱写中国梦的长沙篇章。

本报12月19日讯 （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李建辉）今天，由湖南省法学会承办的第六届中
部崛起法治论坛在长沙举行。 中国法学会副会
长兼秘书长鲍绍坤，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
孙建国， 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游劝荣出席论坛
开幕式。

中部崛起法治论坛是中国法学会为服务国
家中部崛起发展战略而设立的一个区域性论坛。
本次论坛的主题是“中部地区绿色发展之法治保
障”，来自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中
部六省的13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会上，与会专
家围绕“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角色”、“环境公益
诉讼有关问题”、“环境侵权责任及法律救济相关
问题”、“绿色发展之法治保障中的其他问题”等4
大主题，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角度，针对绿色发
展之制度建设研究、 绿色发展与法治政府建设、
绿色发展之司法保障等方面，开展了深入的研讨
交流活动，达成了广泛共识，取得了丰硕成果。

本届论坛收到论文188篇。经论坛评委会终
评，共评出获奖论文60篇，其中一等奖10篇，二
等奖20篇，三等奖30篇。

本报12月19日讯 （记者
彭雅惠）2013年， 湘企信誉呈
上升趋势， 品牌创建和声誉管
理意识普遍增强。今天，在长沙
举办的我省首届企业诚信建设
主题活动上， 省质量技术监督
局发布《2013年湖南企业声誉
监测和评价报告》，我省著名企
业的品牌信誉管理日趋成熟，
中小企业品牌信誉意识觉醒。

省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协会
和省信用建设促进会通过对省
内企业网络声誉长达1年监测，
最终形成了《2013年湖南企业
声誉监测和评价报告》。报告显
示， 我省企业品牌建设在2013
年取得了优异成绩：9批次产品
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将我省实施国家地理标志专门
保护的产品提升至38个， 使用
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企业提

升至206家；全省共有中国驰名
商标267个；省内科研单位主持
和部分著名企业联合完成的20
个项目在国家科技大会上获
奖，在全国省市（自治区）中排第
五位。 长株潭已成为我省品牌
最集中、信誉上升最快的地区。

《报告》同时指出我省企业
诚信建设中问题仍然突出：在
今年省级工商和质检部门组织
的产品抽检中， 我省企业共有
863批次的产品质量不合格，
并遭到执法机构处罚。863家
企业中，被监测3次抽检不合格
以上的企业共有21家。32家企
业因虚假广告宣传遭到工商部
门曝光并处罚。 部分中小企业
缺少品牌创建、 管理技术与方
法和声誉平台的构建。

省领导陈叔红、 盛茂林出
席活动。

胡衡华任长沙市委副书记
提名为长沙市市长候选人

第六届中部崛起
法治论坛在长举行 863批次产品抽检质量不合格

企业诚信建设任重道远12月18
日， 洪江市
雪峰山顶 ，
摄影家在拍
摄初冬的第
一场雪景 。
雪峰山主峰
海 拔 1934
米， 每年冬
天银装素裹
的 美 丽 风
光， 吸引不
少摄影爱好
者前来创作
采风。
杨锡建 摄

民办教育需创新提质
全省民办学校达12200余所，在校生244万人

各界关爱重病益阳小伙
湖南省广东商会送来爱心善款

商务部定点扶贫城步
为期10年， 前期将投入660万元，

用于整村推进和建希望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