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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30日讯 （记者 肖建生 ）
2013年湘股交出了一份怎样的答卷？
71只湘股走势如何？ 12月30日，记者对今
年湘股的走势做了一番盘点，从盘点的情
况看， 今年湘股走势总体向好，71只湘股
55只上涨，只有16只下跌。

涨幅前3名的是： 岳阳恒力， 涨幅
913.18%，长城信息，涨幅为260.93%，拓
维信息，涨幅155.64%。 岳阳恒力涨幅如
此之大， 主要是公司今年股改对价的结
果。 除了这3只股票涨幅巨大之外， 涨幅
在 50% 以 上 的 股 票 还 有 天 舟 文 化
（149.9%）、尔康制药（93.44%）、中科电气
（91.74%）、爱尔眼科（86.28%）、三诺生物
（84.72%）、汉森制药（73.75%）、永清环保
（65.94%）、电广传媒（64.57%）、长高集团
（61.55%）、岳阳兴长（57.25%）、凯美特气

（52.17%）、金瑞科技（52.07%）。 从涨幅居
前的股票看，主要是电子信息、互联网、生
物制药、 环保等高科技类行业的股票，而
且主要集中在中小板和创业板，业绩稳定
增长，或者有资产重组的题材等。

跌幅前3名的股票是： 酒鬼酒， 跌幅
57.94%， 辰州矿业， 跌幅48.28%， ST株
冶， 跌幅45.17%。 除了这3只股票之外，
跌幅在20%以上的股票， 还有中联重科
（-39.62%）、三一重工（-38.30%）、嘉凯城
（-32.64%）、张家界（-24.27%）、岳阳林纸
（-21.52%）、万福生科（-20.08%）。

从跌幅居前的股票看，主要是传统行
业的股票，流通盘巨大，业绩预期不乐观。
在股价下跌的公司中，也有一些公司的业
绩开始改善，行业回暖，股价开始回升。如
岳阳林纸、华菱钢铁、南岭民爆等。

本报评论员

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将衡阳破坏选举案
办成经得起人民和历史检验的铁案！

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
上强调： “坚持 ‘老虎’、 ‘苍蝇’ 一起打，
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 又切实
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
题。” 省委将衡阳破坏选举案办成铁案的决
心， 体现了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政治勇气， 彰
显了我们党立党为公的宗旨信念， 也表明了
我们党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的鲜
明态度和坚定决心。

勇于负责，敢于担当，是共产党人应有的
政治品行，是党员干部必备的为政之德。 衡阳
破坏选举案，发生在湖南，是发生在自己家门
口的事，我们就有责任查处好，办成铁案 ，上
不负中央的期望，下不负人民群众的希望。

勇于负责，就应当做政治上的明白人；敢
于担当， 就必须解决思想上的误区与认识上
的偏差。 每一级党的组织，每一位党员干部，
必须自觉坚持党的领导，严格遵守党的纪律，
在思想上、 行动上始终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
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重大问题上，
尤其是在急难险重问题上自觉把思想统一到
中央决策上来；在贯彻执行省委决策部署时，
态度要坚决，决心要坚定，旗帜要鲜明。

作为人大代表， 理应代表人民， 受人民
监督， 通过法定程序使人民意愿成为国家意
志， 为改革发展凝聚智慧力量， 绝不能沦为
“钱” 的代表。 衡阳破坏选举案中 ， 始作俑
者虽说是少数， 更多的人是跟风、 从众、 随

波逐流， 但不管怎样， 其行为都无一例外触
犯到了党纪、 国法的红线、 底线。 党纪国法
面前， 容不得半点含糊， 没有讨价还价的余
地， 不存在任何卸责、 免责的理由。

对衡阳破坏选举案的查处 ， 公开 、 透
明、 依法， 一把尺子量到底， 程序正义和实
体正义都经得起事实、 证据和党纪国法的检
验。 纵观整个案件查办过程， 一直沿着法治
轨道逐步推进， 法治精神、 法律原则、 法律
规范得到充分体现， 这是我们党反腐败的基
本思路 ， 也是我国司法文明进步的有力体
现。

对衡阳破坏选举案的查处， 坚持实事求
是的原则， 坚持依法依纪办案， 依法依纪依
事实定性定罪。 我国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
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不容践踏。 法律面前人人
平等， 谁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 谁都不能
心存 “刑不上大夫” 的侥幸， 谁都不能抱有
“法不责众” 的企图。

对衡阳破坏选举案的查处， 正确处理了
违法和违纪、 刑事处罚和纪律处分、 从重处
理和从轻处理的关系， 适用法纪妥当， 处理
妥当， 保证了法纪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
从党纪处分到中止代表资格再到移送司法机
关依法处理， 相关涉案人员定性和处理的依
据就是案件的事实和党纪国法。

俗话常说， 不要将孩子连同洗澡水一起
倒掉 。 同样 ， 也不能让孩子泡在脏水里不
管。 省委严肃查处衡阳破坏选举案， 是惩前
毖后， 也是治病救人， 是将每个涉案人员从
脏水里捞出来， 通过法治手段和党纪措施 ，
清洗污秽糟粕，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

挽救每一个涉案人员。
省委对衡阳破坏选举案的查处充分表

明， 惩治腐败， 我们有党纪之严， 更有国法
之束。 用制度约束权力， 使权力正确规范地
行使； 在法治框架下查处腐败， 使反腐败走
向规范化、 制度化， 这是我们党反对腐败 、
建设廉洁政治的根本方向。 衡阳市的党员干
部， 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 必须面对问题不
回避、 不绕弯、 不诿过， 不掩饰， 不做无原
则的 “和事佬”， 要站在对党 、 对人民 、 对
历史负责的高度， 坚决厘清一切模糊认识 ，
以鲜明的态度， 坚定的决心， 把思想认识和
行动统一到省委的决策上来。

正如滴水会反射太阳的光， 对每一个涉
案人员运用法律妥当、 处理妥当， 具体而微
的处理结果最能折射出公平正义的光辉。 我
们相信， 对涉案人员的每一个公正判例， 都
会为公众的法律信仰添加一块基石； 我们也
警醒， 如果发生失误， 也可能成为公众法律
信仰危机的一个链节。

坚持依法治国， 坚持有法可依、 有法必
依、 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 这种对法治的共
识， 贯穿于治国理政的每一步， 体现在反腐
倡廉的每一个环节， 就能营造出更加公平公
正的法治环境， 为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增添法治能量，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法
治保障。

本报评论员

省委依法依规、 严厉查处衡阳破坏选举
案，将案件真相与处理结果公之于众，这是对
党和人民事业的高度负责， 是对社会主义法
治的坚定维护。 广大干部群众普遍认为，省委
的决定依据事实尊重法治， 顺应党心符合民
意，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政治勇气，彰显了立党
为公的宗旨信念。 人民群众从中看到了省委
维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纯洁性、 维护社会公
平正义的坚强信心和决心。

衡阳市发生的这起案件， 涉及人员范围
广、涉案金额数目大，情节严重，触目惊心，但
就全省而言，仍属于局部问题 、地方性问题 。
总体上看，我省人大代表选举的主流、本质仍
然是好的、正面的。 绝大多数的省人大代表，
都是依法依规依程序、 严格严谨严把关选出
来的，他们依法履职、务实为民，值得信赖。

省委这次动真碰硬、 严厉查处衡阳破坏
选举案，旨在严惩腐败、正本清源、凝聚人心、
提振信心。 这个案件虽然发生在衡阳，但并不
意味着就要自卑、对发展失去信心。 相反，正
因为这个案件是反面典型、负面教材，更要引
以为戒，更要深入剖析，挖出问题根源 ，探究
治本之策。 此案暴露出新形势下人大代表提
名、选举等方面存在的一些新问题，要从中找
出制度上、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和漏洞，切实加
以改进，从源头上加以封堵，那就把坏事变成
了好事， 能为湖南的转型发展营造更好的政

治环境。
当前， 我省各项事业正呈现出蓬勃发展、

科学发展的良好态势：“四化两型”总战略，引
领“四个湖南”建设步入快车道 ；“三量齐升 ”
总目标，奏响“富民强省”主旋律；“两个加快”、
“两个率先”总任务，推进三湘人民小康梦、两
型梦、崛起梦正一步步变成美好现实。 人们收
入年年看涨，城乡变化日新月异，社会发展举
世瞩目。 这一切，得益于全省人民团结一致的
共同努力， 得益于湖南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国
家经济的快速发展。

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相辅相成， 与每个
人的利益息息相关。 湖南稳定的社会环境，带
来了百业兴盛，带来了持续发展，带来了人民
的安居乐业，带来了社会的文明进步。 事实充
分证明，稳定是湖南发展繁荣的生命线，也是
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

改革发展稳定的历史机遇、 发展势头、大
好局面来之不易，需要我们倍加珍惜爱护、不
断巩固发展。 我们要深刻认识省委决定的重
大意义， 自觉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
中央保持一致，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贯彻落
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 把注意力
和精力集中到省委决策部署、 各项工作任务
上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进一步增强政
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法治意识，坚定
不移地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

维护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稳定， 必须
统一思想，凝聚共识。 统一思想是我们做好一

切工作的根本前提。 全体党员干部务必要从
政治和全局的高度， 坚决拥护省委的正确决
定，坚定理想信念 ，强化宗旨意识 ，时刻警醒
拒腐防变，自觉遵守党纪国法，永葆共产党人
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务必要不为杂音噪音
所扰、不为传闻谣言所惑 ，积极营造谋事 、干
事、干成事的良好氛围 ，形成心往一处想 、劲
往一处使、汗往一处流的强大合力。

维护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稳定，必须聚
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当前，正处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期和全面深化改
革、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期，尤其需
要集中精力，心无旁骛，牢牢把握稳中求进的
工作总基调，牢牢把握主题主线，正确处理改
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立足本职真抓实干，改革
创新攻坚克难。 全体党员干部务必要把自己
的工作做好，把分内的职责尽到 ，脚踏实地 ，
认真负责，开拓进取，不断推动全省各项事业
取得新的更大成绩。

生机勃勃的时代催人奋进，宏伟绚丽的远
景鼓舞人心。 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统一
思想、满怀信心、扎实工作、团结奋斗，我们就
一定能够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新进
展、在全面深化改革上取得新突破、在保障和
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不负党中央的期望，
不负老百姓的期待 ，谱写出实现 “中国梦 ”的
精彩湖南篇章。

本报12月30日讯 （记者 胡信松 通
讯员 谢婵） 雾霾引发疾病， 保险将予理
赔。 今天，吉祥人寿设计的首款养老年金
产品“吉星高照健康养老保障计划”正式
面向湖南市场销售。 该保险首次将因雾
霾引起的并发症列入重大疾病保障范
围。

据吉祥人寿总公司个险产品负责人

唐波透露，该险种包含高额的身价保障及
50种轻重疾病保障， 可保病种实现了突
破，并首次将因雾霾引起的并发症列入重
大疾病保障范围。 该养老保障计划由主
险《吉祥人寿吉星高照终身年金保险（分
红型）》和附加险《吉祥人寿附加吉星高照
定期寿险》、《吉祥人寿附加吉星高照重大
疾病保险》等三个产品组成。

本报12月30日讯（记者 陈薇）今天，
我省美术界迎来5年一次的盛事———湖
南省美术家协会第九次代表大会在长沙
召开。省文联主席谭仲池出席。 来自全省
各地的240余位代表参加了大会。

大会传达了中国美协第八次代表大
会精神， 回顾总结了省美协5年来的工
作，研究部署了将来的工作。 今后5年，省
美协将主办好“第五届湖南省青年美展”、

“第二届湖南省女画家作品展”、“艺术湖
南———湖南美术作品展” 第四次晋京展
等大型展览， 并积极组织我省美术家冲
刺“第十二届全国美术作品展”，扩大美术
湘军在全国美术界的影响。

大会最后通过了新修改的《湖南省
美术家协会章程》， 选举产生了省美协新
一届理事会成员119人。 朱训德当选为主
席，刘云当选为常务副主席。

◎责任编辑 朱定 版式编辑 周鑫◎

敢于担当 严肃查处

自觉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良好局面

今年湘股走势
总体向好

71只湘股55只上涨，16只下跌

省美协举行第九次代表大会

雾霾并发症首进重疾险

12月28日，姜平（左）在课后和摄影爱好者交流。 当天，由省青年摄影家协会主办的
《青年摄影公益大讲堂》在湖南建工集团举行，著名摄影家姜平为影友讲述风光摄影的
拍摄心得。 本报记者 赵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