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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时评
电子邮箱：hnrbxwplb@163.com

本报3月5日讯 （记者 陈永刚 通讯
员 朱建辉 杨晗之 ）今天，号称长沙“史
上最严” 市容违法违章行为处罚规定正
式实施。 全市1300余名城管队员走上街
头，对随地吐痰、吐槟榔渣、口香糖等10
类市容违法行为进行严格查处。 长沙城
管部门温馨提醒广大市民， 爱护市容环
境人人有责，您的随意一吐，可能换来50
元罚款单。

11时50分许，一名边走路边抽烟的
中年男子走到黄兴路步行街口的黄兴

铜像下， 只见他随口一吐， 一个槟榔渣
就掉在了地上； 走出两三步， 他又把嘴
上的香烟屁股扔在了地上， 若无其事地
向前走去。 天心区城管大队坡子街中队
的2名城管队员快步走到中年男子面
前， 出示了自己的证件，“请将您刚才丢
弃的烟头和槟榔渣捡起来。”“这不是我
扔的！”该男子否认。城管队员当场出示
了男子吐槟榔、 扔烟头的照片。 该男子
无话可说， 只得弯腰将烟头和槟榔渣捡
起来， 扔进一步之遥的垃圾桶。“按照处

罚规定，我们依法对你罚款50元。”城管
队员随即开出了处罚决定书。 虽然百般
不乐意，但该男子还是缴纳了罚款。男子
很是后悔。

长沙市城管执法局负责人介绍，此
次整治主要针对乱扔垃圾（贴牛皮癣）、
乱设摊点、店外经营、不履行门前三包责
任、占人行道违停、违规处置渣土、工地
围挡不规范、私搭违章建筑、擅自设置户
外广告设施及违规设置招牌、 擅自占绿
损绿等10类市容违法行为。“对随地吐

痰、吐槟榔渣、口香糖、乱扔垃圾、乱倒污
水、乱扔果皮、烟头、纸屑等行为的，将责
令立即改正并当场处50元罚款； 拒不清
除、态度恶劣的，处200元罚款;对机动车
擅自占用人行道停放的， 可采取锁定车
轮、拖离现场等措施，处100元罚款；对其
他市容违法行为， 也有相应措施予以严
格处罚。”

今天截至18时记者发稿时止， 全市
教育乱吐乱扔36起，处罚8起，违停锁车
75台，强制拖车2台。

让敢讲真话实话
成为常态

沈德良

3月3日下午， 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湖南代
表团在驻地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徐守盛主持会议并讲话。徐守盛强调，全体代表要立足
于想大事、谋大事、议大事，认真讨论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及
其他各项报告，紧密联系实际，回应群众诉求，深入思考全
局问题和重大问题，提出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直奔主
题讲真话、讲实话，不讲废话套话，不作一般表态性或与大
会议题无关的发言。（3月4日《湖南日报》）

敢讲真话，是一个社会的底色，是规范、引导社会按照
正常轨迹发展的内生力量。“贤路当广而不当狭， 言路当开
而不当塞”，道出了开言路、讲真话的重要性。但在目前少数
党员干部中，就存在着一股假话、空话、套话之风，一些人喜
欢说八股腔调的话， 喜欢说与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格格不
入的话，喜欢说政治上永远正确的废话，就是不讲真话。不
敢讲话、不敢讲真话，成了官员政治生活中的一种通病，属
于作风建设中该纠正的“四风”的范畴。

为何不敢讲话、不敢讲真话？最根本的原因恐怕还是出
在上边。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给领导
干部讲了这个“裴矩佞于隋而诤于唐”的故事，以此告诫领
导干部，一定要本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原则，欢迎和鼓
励别人讲真话。也就是说，只有上面听得进真话，下面才会
敢讲真话，否则，因言获罪，谁还敢讲话、敢讲真话？

敢不敢讲话，很重要的一点，需要有一个允许说错的环
境。在一个“允许说错话”的官场氛围中，体现了一种民主的
内涵和自信；在一个“允许说错话”的社会氛围中，则体现了
社会监督和对“错话个体”宽容的到位。对不同的声音，要不
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更要不压制、不报复、不给“小
鞋”穿；只要是讲真话，哪怕具体细节有出入、不准确的，甚
至有点小错，也不指责、不追究、不为难。如此，大家才能畅
所欲言，无所不谈。反之，就势必造成言路闭塞。从某种意义
上说，“允许说错话”比“提倡讲真话”意义更为重大。

只有听得进去真话，并且允许人讲错话，“敢讲话”才能
成为政治生活的常态，才能真正汇聚民意，激扬思想，迸发
力量。

雨水较多，自然扩散条件好

2月空气质量显著改善
本报3月5日讯 （记者 李伟锋 通讯员 黄亮斌）省环保

厅今天发布的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月报显示，2月全省城市空
气质量比上月显著改善。

2月执行新标准监测的长沙、株洲、湘潭、岳阳、常德、张
家界6市，达标天数分别为长沙市17天、湘潭市16天、岳阳市
21天、株洲市14天、常德市10天、张家界市9天。而1月岳阳市
达标天数仅为3天，长、株、潭3市均只有2天达标，常德市、张
家界市没有1天达标。

2月按照原标准监测的其他8个市州中，衡阳、邵阳、永
州、娄底和吉首5市，28天全部达标；益阳、郴州和怀化3市，
各有一天不达标。与1月相比，8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平均达
标天数比例上升30.6%。

据省环保厅介绍，2月份空气质量显著改善， 主要得益
于此间雨水较多，自然扩散条件好。

根据国务院统一部署， 湖南省人民政府自2007年7
月1日起开展第二次土地调查（以下简称二次调查），并
以2009年12月31日为标准时点汇总二次调查数据。二次
调查首次采用统一的土地利用分类国家标准，首次采用
政府统一组织、地方实地调查、分级控制成果质量的组
织模式，首次采用覆盖全省遥感影像的调查底图，实现
了图、数、实地一致。全面查清了全省21.18万平方公里范
围内的土地利用状况，掌握了各类土地资源家底。

现将主要数据成果公布如下：
一、湖南省主要地类数据
耕地：413.50万公顷（6202.5万亩）
园地：68.71万公顷（1030.7万亩）
林地：1229.65万公顷（18444.7万亩）
草地：49.03万公顷（735.4万亩）
城镇村及工矿用地：123.47万公顷（1852.1万亩）
交通运输用地：28.00万公顷（420.0万亩）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152.99万公顷（2294.8万亩）
另外为其他土地。
按三大类分，全省农用地1829.27万公顷（27439.1万

亩）， 建设用地149.58万公顷（2243.7万亩）， 未利用地
139.50万公顷（2092.5万亩）。

二、全省耕地分布与质量状况
（一）耕地分布
全省耕地按地区划分，长株潭地区（长沙市、株洲

市、湘潭市）耕地64.56万公顷（968.4万亩），占15.61%；洞
庭湖地区（岳阳市、常德市、益阳市）耕地115.12万公顷
（1726.8万亩），占27.84%；湘南地区（衡阳市、郴州市、永

州市）耕地104.81万公顷（1572.1万亩），占25.35%；大湘
西地区（邵阳市、张家界市、怀化市、娄底市、湘西自治
州）耕地129.01万公顷（1935.2万亩），占31.2%。

（二）耕地质量
全省耕地按坡度划分，2度以下耕地148.17万公顷

（2222.5万亩）， 占35.83%；2-6度耕地 108.30万公顷
（1624.5万亩）， 占26.19%；6-15度耕地116.11万公顷
（1741.7万亩）， 占28.08%；15-25度耕地36.78万公顷
（551.7万亩），占8.90%；25度以上的耕地（含陡坡耕地和
梯田）4.14万公顷（62.1万亩），占1.00%，主要分布在大湘
西地区。

全省25度以上的坡耕地面积

地 区 面积（公顷） 占全省比重（%）
全 省 41420.9 � � � � 100

� � � � � �长株潭地区 2256.2 � � � � � � � � 5.45
� � � � � �洞庭湖地区 6618.3 � � � � � � � 15.98
� � � � � � �湘南地区 5886.3 � � � � � � � 14.21
� � � � � �大湘西地区 26660.1� � � � � � � 64.36

三、 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节约用地制度，
坚决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和粮食安全底线，确保我省实有
耕地数量基本稳定。

二次调查数据显示，2009年全省耕地413.50万公顷
（6202.5万亩），比基于一次调查逐年变更到2009年的耕
地数据多出34.43万公顷（516.5万亩），主要是由于调查
标准、 技术方法的改进和农村税费政策调整等因素影

响，使二次调查的数据更加全面、客观、准确。
从耕地总量和区位看，全省有相当数量的耕地位于

洞庭湖地区、大湘西地区的河流、湖泊最高洪水位控制
线范围内和25度以上陡坡，其中，部分需要根据国家退
耕还林、 还湿和耕地休养生息的总体安排作逐步调整；
长株潭地区、湘南地区有相当数量耕地受到中、重度污
染，大多不宜耕种；还有一定数量的耕地因开矿塌陷造
成地表土层破坏，已影响正常耕种。

从人均耕地看，全省人均耕地0.06公顷（0.9亩），仅
为全国人均耕地（1.52亩）的59.2%。

综合分析现有耕地数量、质量和人口增长、发展用
地需求等因素，我省耕地保护形势仍十分严峻。人均耕
地少、耕地质量总体不高、耕地后备资源不足的基本省
情没有改变。同时，建设用地增加虽与经济社会发展要
求相适应，但部分地方建设用地格局失衡、利用粗放、效
率不高，建设用地供需矛盾比较突出。因此，必须毫不动
摇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节约用地制度，在严格
控制增量土地的同时， 进一步加大盘活存量土地的力
度，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四、相关政策说明
根据中央要求，各地应充分共享应用二次调查成果。

各级政府、 各有关部门编制规划和计划时应采用二次调
查成果数据，土地利用规划、耕地保护、用地审批、不动产
统一登记等国土资源管理工作以二次调查及年度变更调
查数据为准，切实发挥调查成果的基础性作用。

我省二次调查成果公布后， 相关支农惠农政策，不
因地类变化而改变。

省商务厅与省经信委签署合作备忘录

加强产业开放合作
本报3月5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刘婷）记者今日

从省商务厅获悉， 为不断提升我省新型工业化和开放型经
济发展水平和质量， 省商务厅和省经信委近期联合签署合
作备忘录， 将围绕如何建立产业开放发展机制展开紧密合
作。这是我省首次有两厅委就产业开放签订合作备忘录。

根据协议，两厅委将在重点产业发展现状调研、研究制
定湖南省招商引资和承接产业转移优势产业目录、 共同组
织企业和相关商协会拓展国外市场、 共同推动有条件的企
业“走出去”、建立产业促进工作机制、推动电子商务和移动
互联网产业的发展等10个领域加强合作。

省商务厅厅长徐湘平介绍，我省GDP已突破2.4万亿元，
产业门类日益齐全，有外贸资质的企业8000多家，加工贸易
企业有300多家，但我省的外贸依存度仅为6.3%，提升空间
巨大。两厅委共同合作，将重点培植外向型产业，提升工业
的外向度，大力发展加工贸易，并共同促进湘品出省、出国
（境）。

省经信委主任谢超英介绍， 我省需重点加强汽车零部
件产业、 电子信息产业和新材料领域的招商引资和产业转
移力度。将按照信息互通、资源共享的原则，依托省经信委

“湘飘天下”的网站，加强与省商务厅的联系，将我省的优势
产品销售出去。

根据协议， 两厅委每年将选取两个主导产业开展深入
调研，找出产业发展的薄弱环节，并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措
施和招商引资目标客商。今年将首先对电子信息、新材料两
个产业开展调研。

随地吐痰罚款50元
长沙实施“史上最严”市容违法违章行为处罚规定

本报3月5日讯（记者 邓明 白培生）3月5
日，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韩永文来到郴州,深
入工厂、农村调研，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了
解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情
况，研究活动中碰到的问题。韩永文指出，要
引导党员干部深入群众，在听民声、解民忧、
惠民生的实践中着力解决“四风”问题，增进
同群众的感情，提升做群众工作的能力。

根据省委统一安排，韩永文联系指导
郴州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韩永文先后来到华润三九（郴州）制
药公司、舜华鱼业、北湖区华塘镇塔水村、
保和镇小埠村。每到一处，韩永文都主动
跟相关负责人亲切交流，仔细了解具体情
况，征询他们对教育实践活动的意见和建
议。在小埠村，韩永文还与乡镇、村党组织
负责人和基层群众代表一起座谈。

韩永文指出， 开展教育实践活动，要
突出抓好学习教育，增强党员干部的思想
自觉和行动自觉。要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
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打牢党员干部为民务实清廉的思想基础。
要坚持开门听取意见，切实找实找准“四
风”方面突出问题。要拓宽渠道听意见，深
入群众听意见，聚焦“四风”听意见，确保
找准“四风”问题、找到问题症结、找到解
决问题的办法。同时，要注重边学边查边
改，以解决问题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韩永文强调，要强化领导、落实责任，
尤其要落实党委（党组）的领导责任、一把
手抓活动的“双重责任”、党员领导干部的
联点责任、督导组的严督实导责任、媒体的
宣传引导责任， 把开展教育实践活动作为
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切实抓紧抓实抓好。

韩永文在郴州指导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指出

听民声 解民忧 惠民生

本报3月5日讯（记者 龙文泱 实
习生 陈彰唯 通讯员 杨晓眉）“2014
年全市旅游总收入争取突破1200亿
元，接待游客上亿人次。旅游业增加
值占全市GDP的6.2%。” 在今天召开
的全市旅游工作会议上，长沙市提出
了旅游产业发展的新目标。

近年来，长沙市提出了“培育千
亿元产业、建设旅游强市、打造世界
旅游目的地” 的旅游业总体发展目
标。去年，该市以项目建设带动景区
提质， 打造品牌节会增强城市吸引
力，旅游总收入首次突破千亿，达到
1006.3亿元，在全国省会城市中列第
7位。

今年，该市将继续建项目，创品
牌。争取年内成功创建灰汤温泉国家
旅游度假区，推动大围山建设省级旅
游产业园；建设大围山镇、板仓镇、铜

官镇、莲花镇等特色旅游名镇，定王
台、坡子街、太平街、渔人码头等特色
旅游风景街区，关山村、板仓村、彩陶
源村等特色旅游村； 推动黑麋峰、梅
溪湖、 清水塘景区创建4A级景区；打
造“两型景区”、“过百万游客景区”和
“廉政文化景区”；力争培育40家年经
营收入过亿元的旅游企业，形成一批
亿元旅游企业群。

市内景区厕所和旅游交通标识牌
的提质改造将是今年优化服务的重
点。提质改造岳麓山、橘子洲、世界之
窗、海底世界、湖南省植物园、洋湖湿
地公园等旅游景区的厕所， 亮化中心
城区主要街道的公共厕所标识。同时，
在进入中心城区的主干道或干线公路
的重要拐点，增设旅游交通标识牌，引
导游客特别是自驾车游客无障碍进入
城市景区。

长沙旅游收入瞄准1200亿

本报3月5日讯（记者 于振宇）今
天是第51个学雷锋纪念日。 上午，共
青团湖南省委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全
体干部职工前往雷锋纪念馆，向雷锋
雕像敬献花圈，听取题为“学习雷锋
精神，倡树文明新风”的专家讲座，拉
开了全省共青团学习雷锋志愿服务
活动的序幕。

今天， 全省各级共青团组织举行
了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活
动。 共青团长沙市委组织雷锋战友走
进学院举行报告会， 共青团衡阳市委
开展“雁城梦·雷锋情”志愿服务主题

活动，共青团湘潭市委开展“创建文明
城市，你我在行动”学雷锋集中行动日
活动，共青团株洲市委组织“青春助力
完美社区”主题志愿服务系列活动。

今年2月以来，团省委对全省共
青团系统学习雷锋活动进行了总体
部署， 全省各基层团组织结合学雷
锋活动积极开展第二批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 组织了“共青共
情———团干部带头参与志愿服务”
等系列活动，组织团干部走进基层、
走进青年， 为青少年提供实实在在
的帮助。

共青团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3月5日讯（记者 孙敏坚 通
讯员 余果）今天下午，我省第七批援
疆干部和人才启程奔赴新疆，开展为
期3年左右的对口援助工作。 省委常
委、省委组织部部长郭开朗为他们送
行。

按照中央“对口支援、分片负责、
定期轮换” 的方针，1998年以来，省
委、省政府先后选派了6批358名援疆
干部和人才到吐鲁番地区工作，省本
级累计投入援疆资金15.7亿余元，在
资金、物资、技术、人才等方面给予大
力援助，为促进新疆吐鲁番地区跨越
式发展和长治久安作出了积极贡献。
我省第七批援疆干部和人才共107
人，分别由衡阳、湘潭、郴州3市和省

直有关单位选派。
郭开朗代表省委、省政府向第七

批援疆干部人才表示慰问和祝愿。他
说， 全体援疆干部人才要提高认识、
牢记使命，以新疆的稳定、发展为己
任，把帮助解决吐鲁番的困难和问题
作为对口支援的任务， 着力做好教
育、卫生、科技、就业等民生工作；发
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湘吐两地企业
在新能源、新材料、旅游业、食品加工
等方面的经贸合作、共赢发展；实施
人才智力援疆，帮助造就一支政治坚
定、素质优良、门类齐全、结构合理的
干部人才队伍； 注重夯实基层基础，
帮助解决当地基层组织和政权建设
中的问题，不断改善基层工作条件。

第七批援疆干部和人才启程赴疆

3月5日上午10时许，技术人员在
长沙三汊矶大桥上调试电子监控设
备。目前 ，随着长沙市 “天网工程 ”安
装的2.6万余个电子眼和103个单位监
控室配套设施全面完成，摄像头开始
在打防犯罪实战中发挥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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