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刘凌 版式编辑 刘岳◎

本报1月16日讯 （记者 陈淦璋） 褚时健卖橙子， 柳传志种蓝
莓， 潘石屹代言苹果……国内精致农业步入快速发展时期， 我省
也有望迅速切入这一新兴市场。 昨天， 台资花卉企业湾朵公司宣
布落户湖南， 将打造蝴蝶兰和高端花卉发展高地， 拉开湘台精致
农业合作的序幕。

名贵花卉蝴蝶兰也被称为“兰花之后”， 成为高雅文化的一
种象征， 我国台湾地区是其原产地。 经过数十年发展， 台湾的蝴
蝶兰每年外销数千万株， 引领了世界蝴蝶兰市场的发展潮流。

台湾一亩蝴蝶兰的最低产量有2万株， 通过主攻高端定制商
务市场， 一株的市价可到30元， 整体收入十分可观。 此前， 湖南
农业参访团赴台湾考察， 就发展休闲农业、 精致农业与台湾深度
交流， 湾朵公司入湘就是双方合作结出的第一只硕果。

湾朵公司董事长杨智良说， 培育得好的蝴蝶兰花期可到60
至90天， 花朵数达到20朵以上， 而我国大陆地区的兰花培育很
难达到这一水平， 整个产业发展还处于较低层次。 湾朵公司此
番入湘， 将依托湖南支持发展精致农业的肥沃“土壤”， 注入公
司的技术和品牌优势， 在湖南打造蝴蝶兰和高端花卉的最大种
植基地。

湘台精致农业合作拉开序幕

台湾蝴蝶兰将怒放三湘
实现产业化种植主攻高端市场，

一株市价可达30元

本报1月16日讯 （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张彬） 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
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2013年12
月31日， 已有15.48万人在湖南省互联
网个人信用信息服务平台上提交了用
户注册申请， 其中11.98万人通过了身
份验证并成功查询信用报告20.77万
次。 公众足不出户可了解本人信用状
况。

根据央行征信中心统一部署， 我
省于去年10月28日启动互联网个人信
用信息服务平台验证试用工作， 通过
网络向公众提供个人信用报告自助查
询服务。

从用户注册的情况来看， 至去年
12月31日， 省内用户注册后验证通过
的比率为77.39%， 主要是平台出于保
护个人信息安全的考虑， 对用户注册
采取了严格的验证手段。 目前所使用
的手段包括两种， 一种是“数字证书”
验证， 要求使用第三方认证机构发行
的电子文档证明本人身份， 当前平台
仅支持与中国金融认证中心 （CFCA）
合作的银行或机构发放的数字证书，
这类证书通常存储在密钥 （U-Key）
中； 另一种是“私密性问题” 验证，
要求在线回答5道问题并且回答正确的

题目在4道以上方可通过验证。
从试用期间的信息查询情况来看，

公众在平台成功注册后能够通过互联
网获取详细程度不同的3类信用信息：
一是个人信用信息提示， 即最近5年在
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中， 是否有
逾期记录的简单提示； 二是个人信用
信息概要， 即汇总个人信用报告中有
关信贷记录、 公共记录和查询记录的
统计信息； 三是个人信用报告， 即详
细展示个人信贷记录、 公共记录和查
询记录的完整信用报告。

目前，这一平台已面向江苏、四川、
重庆、北京、山东、辽宁、湖南、广西、广
东9省（市）开放，凡身份证号码前两位
为32、51、50、11、37、21、43、45、44的社
会公众， 均可上网查询本人信用报告，
不受地域和时间的限制。

据介绍，在试用的这几个月中， 仅
仅发现一例信
用信息与事实
不符的情况 。
如果发现自己
的信用信息与
实际情况不符，
可到人民银行
提出修改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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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彪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纪委三次全体会议
上强调指出， 要让每一个干部牢记 “手莫伸， 伸
手必被捉” 的道理。 “见善如不及， 见不善如探
汤。” 领导干部要心存敬畏， 不要心存侥幸。 （1
月15日 《湖南日报》）

“见善如不及， 见不善如探汤”， 出自孔子
的 《论语·季氏》， 意思是说， 见到善良的， 要努
力追求 ， 唯恐赶不上 ； 见到邪恶的 ， 要尽力避
开， 就像怕将手伸到开水里。 总书记引用这句名
言， 可谓意味深长， 令人警醒。

“见善如不及， 见不善如探汤”， 就是要常
修为政之德。 “政者， 正也。” 领导干部的道德
修养即官德， 始终受到社会关注， 被视作为官之
魂、 从政之本、 用权之道。 要坚持 “吾日三省吾
身”， 始终以先进为榜样， 以贪官为警戒， 时时
剪除心灵的杂草， 日日修炼高尚的道德情操。 要
自筑 “防火墙”， 自念 “紧箍咒 ”， 自架 “高压
线”， 始终做到 “政治上跟党走、 经济上不伸手、
生活上不丢丑”， 切实练就 “金刚不坏之身”。

“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就是要常思贪
欲之害。“邪生于无禁，欲生于无度”。一个人，如果
欲壑难填，就可能走向沉沦甚至堕落的危险。对于

领导干部而言，只有常思贪欲之害，才能不断增强
抵御各种诱惑的警觉性，真正视法纪为“雷池”，绝
不逾越；视声色犬马为“祸水”，绝不沾边；视钱物
为“诱饵”，绝不上当。

“见善如不及， 见不善如探汤”， 就是要常
怀敬畏之心。 一个人如果失去了敬畏之心， 则可
能肆无忌惮， 无法无天。 领导干部手中大都有一
定权力， 这权力是人民赋予的， 只有用来为百姓
谋利， 绝不能在谋私上 “显灵”。 行使权力， 就
要敬畏权力， 就要严格遵守党纪国法， 严格执行
秉公用权的各项规定， 切实做到公私分明、 克己
奉公、 坦荡做人、 谨慎用权。

潘福金

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党政领
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 要求各
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遵照执行。
（1月16日《人民日报》）

此次新修订的 《干部任用条例》，
是党选人用人的总章程， 是着力选拔
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 培养造就高
素质党政领导干部队伍的制度保证，
是党关于干部工作理论和实践探索的
最新成果。它的“新”体现在哪里呢？

“新”在更加鲜明的时代特色。修
订后的《条例》充分体现了党的十八
大对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的新
要求，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好干
部“二十字”标准和建设高素质执政
骨干队伍的目标要求体现在了总则、
选拔任用干部的基本条件、干部考察
的内容之中，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与全
党的阶段性目标结合得更加紧密。

“新”在更加合理的实践空间。修
订后的《条例》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
过程中的常见问题，留出了进一步探
索、创新、实践的政策空间。比如，在
考察方式的确定上，既充分肯定并沿

用了传统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又提出
了综合量化分析方法等新做法 ；再
如，在民主推荐环节“相对集中”的规
定上，为基层党委和组织部门解决简
单以票取人问题提供了实践空间。

“新”在更加理性的价值导向。修
订后的《条例》有“三个首次”：首次把
“树立正确政绩观， 作出经得起实践、
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作为干部选任
的条件，首次把“注重选拔企事业单位
领导人员进入党政领导班子” 作为干
部选任的范围，首次把“在关键时刻或
者承担急难险重任务中经受住考验、
表现突出、作出重大贡献”、“在条件艰
苦、环境复杂、基础差的地区或者单位
工作实绩突出” 作为干部破格提拔的
条件。 这体现出干部选拔任用崇尚实
干、注重基层、面向一线的全新导向。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各级党
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要认真
学习贯彻执行好《干部任用条例》，选
拔任用更多符合 “新的历史特点”的
好干部，努力建设一支宏大的高素质
执政骨干队伍，为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邓海建

1月14日， 浙江温岭一鞋厂发生
火灾致16人死亡。 台州开发区消防
称， 火灾发生后赶去增援， 消防车
鸣着警笛， 但一路上大小车辆不断
加塞……央视微博倡议：如果路遇警
报开着、 提示灯闪烁的救援车辆，请
尽量让行。（1月15日《央视新闻》）

遗憾的是，在我们身边，社会车辆
拒不避让特种车辆的悲剧， 已经不是
一起两起了。2012年底， 北京一辆120
救护车从车祸现场到医院不到3公里
的路， 原本10多分钟的路程足足走了
40分钟！由于路面全是车，且几乎没有
人让路， 急救人员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一条鲜活的生命死在急救途中。

此前，一则“实拍德国千余辆车自
觉给急救车让道” 的视频在国内不少
网站都被点击了上百万次， 很多中国
民众惊叹德国司机的车德。 但在所谓

“车德”背后，是人们对法律的敬畏。
德国是全球首个立法“给急救车

让道”的国家。德国公路法规定，任何
车辆听到救护车、消防车、警车等急
救车的鸣笛声都必须让道，左车道的
车往左靠，右车道的车往右靠，以腾
出一条“应急通道”。如果是3车道以
上，不能平分向左右分开的话，一般
情况下中间车辆往右靠。 继德国之
后，捷克、奥地利等国也相继启动了
“应急通道”法律，违者将被处以高额
罚款。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虽然明确规
定，“救护车等特种车辆执行紧急任务
时，其他车辆和行人应当让行”———但
至于车辆与行人该怎么让、 让到那一
边、不让又会遭遇多大的罚单？这些关
键问题，依然没有明确答案。

“为生命让路”，并不是什么高贵
的口号，说到底，它是为每个人留下
的救济之路、安全之路。

“独苗”央视春晚更值得期待
王军荣

2014年文化部春节晚会、公安部春节
晚会、民政部与解放军总政治部共同主办
的双拥晚会均已确定停办。至此，“中国春
节四大晚会”中仅剩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
会一棵“独苗”。（1月16日《中国青年报》）

央视春晚成“独苗”，这可能会让一些
粉丝有些伤感，甚至徒生 “一枝独秀不是
春”的感慨。然而，在笔者看来 ，这未必是
坏事，因为最重要的是节约了。

办一场晚会，需要多少钱？有数据称，
2012年的春节至元宵，全国各地共举办了
40多台同类型晚会节目，其中冠名“春晚”
的就有16台 。据不完全统计 ，这当中平均
一台晚会耗费1000多万元 ， 那些场面宏
大、明星大腕云集的晚会更是耗资巨大。

晚会的奢侈浪费 ， 一向受到公众诟
病 。2013年8月 ， 中央五部委联合发布了
《关于制止豪华铺张、 提倡节俭办晚会的
通知》，各大电视台停办多场晚会 、演出 ，
许多节会庆典也纷纷瘦身，群众无不拍手
称好。

令人欣喜的是 ，据媒体报道 ，今年的
央视春晚也有了质的变化。如杜绝过度使
用声光特效、舞台布景，不搞异地分会场，
减少明星大腕，邀请更多基层群众，等等。

如今 ，央视春晚又成了 “独苗 ”，汇聚
更多目光，积累更多期待。这是压力，同时
也是动力 。 期望着这台晚会能够不负众
望，多出精品节目，更加贴近生活、贴近群
众。

这，才是春晚的生命力所在。

1月15日， 在湖南省中医药
研究院附属医院，长沙人王敬将
刚过世妻子的眼角膜无偿捐献
出来， 他说这是妻子的意愿，也
希望有人能替妻子再看看这个
世界。

———爱心， 正传递着光明与
希望。

近日，一65岁长沙市民致电
媒体称， 现在银行不办存折业

务，让他很窝火。记者随后走访多
家银行发现，长沙部分银行确实
只能办理定期存折而不能办理
活期存折，有的银行甚至停止办
理所有存折业务。对此，银行业内
人士解释，银行卡更加便捷，银行
卡取代存折势在必然。

———“以卡代折”纵使有再多
方便，银行也不能一刀切。

1月15日， 洪江古商城举行

女财神招募仪式，10余位体态丰
盈的美貌女性身着古装服饰拍
照、试镜，引来众多游客围观。据
悉，洪江古商城此次招募女性扮
演文、武、义、富、偏五路财神，是
为了增添年味。春节期间，女财神
们将在古商城内巡游。

———财神自古无女性， 可别
博了眼球，失了形象。

点评：李鹏飞

“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 锻造时代好干部

何时学会“为生命让路”

■新闻漫画

年终奖里读懂风气之变发金条、 奖奔驰、 土豪式分
红……各种年终奖消息， 让职场
小伙伴们骚动不安。 记者调查发
现，今年的长沙年终奖市场上，有
潇洒的企业房 、车 、百万年终奖 ，
有缩水不少的公务员年终福利 ，
更有各种 “奇葩奖 ”出现 ：一张回
家的双程机票、两捆芹菜、一批洗
漱用品+卷纸，甚至还有迟到兑换
券。（1月17日华声在线）

年终奖最能反映职场和社会
风气的转变。中央“严抓四风”，公
务福利趋于理性， 这是廉政的信
号； 企业锐意进取， 赚得盆满钵
满，员工土豪式分红，这是鼓励自
主创新的信号 ；还有那 “回程票 ”
里的温情文化、 迟到兑换券里中
的幽默情怀、 两捆芹菜里的辛酸
落寞……

其实， 得意者炫耀也好， 失

意者牢骚也罢， 面对各种各样的
年终奖， 还是要保持好心态。 毕
竟， 行业不同、 职业不同、 年龄
不同。 在围观的过程中， 心态失
衡了， “晒” 出的是压力， 很容

易因此变得灰心失落， 迷失自
我； 心态把握好了， 反而可以
“晒 ” 出动力 ， 为来年的奋斗
方向找准目标。

文/于静 图/王铎

■一句话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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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 1月 16日

第 2014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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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7 1000 627000

组选三 509 320 162880
组选六 0 160 0

2 42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4年1月16日 第2014007期 开奖号码
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58697890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3
二等奖 198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5000000
5 137874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854
84164

1515233
8258568

66
3035
53187
301742

3000
200
10
5

12 14 18 281008 14

1月16日， 市民在拍摄盆景梅花。
当天，湖南世界名花生态文化节“冬之
韵”2014春节室内花展在省森林植物
园开幕， 展出20多个品种的精品梅花
300盆。花展将持续到3月8日。本报记
者 郭立亮 通讯员 肖亚琴 摄影报道

足不出户
可查个人信用状况

全省近12万人成功上网查询个人
信用情况，仅有一例与事实不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