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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２０14年3月21日 星期五2

!" #$

!"#$%&'()*+,-.
/0123456789:;<=>
#0?@AB=CD%EF/GH I!
J "# K0LMNOPQ">RS"
T%&'()*+,-.//UF
V0WCDIX"YT%&'()*+
,-./%Z[H

V\0 ]RT^_`abLE
c0"#T%&'()*+,-./
1d,ef&'gh%Eijk82
3lmno?@;pq>#%rs
tuv1wxyz{|?@8}~�
9��������%�d��v�
R\�mry���"#T%&'
()*+,-./%�F���d,
���;�/�������_;�
_%� \¡H

bL���]R��TU���
¢£W£¤¥�¦§¨�©©ª�««
¬I%���®¯°z�®¯±²�
®¯³=�®¯�9H ´µ¶�·^
{,¸�¹º»£���¼,�½¾e
fW¿|IÀÁjkH¼,ÂÃÄÅ�
ÆÇÈ� 2FÂÃÉ²;ÊËGÌ�
ÍGef*+� Îq� ÏVÊË�Ð
Ñ�ÒÓ�ÃÔ?@;ÕÖÊ×�ØÙ
ÚÙÛ�� Û�ÃÜ� ÏV«Û�Ý
Þ8ßàáâãäå&'dæçè%
jké êEi%Ç«ëìí8m,%
^{{|8îï%^{ðñ�ò,4
5*+,-./�ó?@AB=CD
�ôõEÊöé

÷2Vø%T%&'()*+
,-./�_ùúûüýûûþ8�
ÇÿTû!U8¦"#�$%?&'
(�ùúû)¢£�_%���*+

,�Wý-./0I�1*+,-./
2î�34./58����.\6
./58 78jk.9:./58®
¯;<.y�./08�Éñ=.¼
,./08 >Â&'.?�./5é
@./455A��2E»��B%
ùú�2E»CD*+%ùú�2E
»ÂEÃ.V%ùú�2E»F�G
ÉG?%ùúéùúû)ÿH]RT
^_IJ>K8´;�LMN<O
%PNQP,Þ�RST,-NU\
L�VÌ;WXNU�YêZú;4
/^{ét[�\Å5Tû];^_
TU�$¦U`7�ab;;<�c
dîefg8 &'�hF%`7i
jé

klVøm»]RÄún¥;
TUÄú�$5�YÂEoøé

!%&'(!

!"#$%&"'()&"'*+,"'-./
!!!!"#$%&'()*+,-./0123345

!"#$%&'()*+, ! -
"# ./0 ! 12#3456789:
;<=7>?>@$ABBCDE
F8G8H8IJKLMNOPQR
44ST $U$ VWXY%Z[\]
LM^_`abcd e.f CDE
F8G8H8IJKLMghi9:j
klmno+pq%rsd ! - ""
.t % - & .f bc&'uvi9
:jklmw9:jxy#z{|}
#$567d

~�2 CDEl����(4

�K����BBB\]
������\]��L
M�����J�2��
�������7��2
^0��\]��LM
��4���d CDE�
� f\]��LM¡¢
l£d "### ¤f¥¦§�

¨©Vixª«¬HM�FM�GM
��f 9:®¯ !!## °ª±²
³f"##! ¤ ' -f ´µ¶·¸¹º
»¼½²³%IM��¾¿À9:
;<=7>d ÁÂ¼ibcÃÄ%f
uH�F�G�I % ÅCDELMg
hNOPQR44S (U( VWXY
%Z[\]LMd

9:ÆÇ4ÈÉ�ÊË�6�
;<�ÌÍ%ÎÏ2ÐÑÒÓÔÕd
Ö¤×Ø9:ÙÚÛ¯ÜÝÞ�ß
àKwháâ5¤f ãØ¯9:ä

åæ%ÆÇçè@Êbc%é&ê
ëâ5¤ì iíîïð6ñ;<ò
Ã%��2 óô9:õi�ö÷ø
Çh2¯ùú���û%üýþÿì
JKLM!"%M#BBB9:jk
lmf ^i$ï ))*(#' %&'
+,$ (h)*�N $!)*$-- +,'
-./0f 1( $!. %,2%3 /
4_5hu¼rOf 67ÇhMÂ
üý89M:4;f ã(<=>?
$@ABì

ä+CãD&'EFGHIJ
K#$fLÂ#$Ã¼�äM�NO
ðPf�QÊ !- "".t !..i9
:jklm�% - ( .t & .i9:j
xy#zÃÄì &'9}9:jkl
mR9:jxy#zSTUVWXY
?µZfÃ[\Zð]^¼_`�a
bc�df Þ�e(E !.°�íî
fgì !!"#" #$%&'#

! ! "" "# # ! $ "$%&'()*+,-
!"#$%&'()*+

()*+,-./0123#456789:;<=>$

欧阳金雨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兰考
县调研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调研期间，总书记住在焦裕禄干部学
院一个普通的学员宿舍里，吃的都是
大锅饭菜，没有高档食材。临行前，他
还专门委托工作人员按照学院每天
80元的用餐标准， 交了两天共160元
的伙食费。（3月20日《大河报》）

小事小节是一面镜子。住学员宿
舍、吃大锅饭菜、自交伙食费……看
似事小，却暖人心。习总书记的率先
垂范， 再次为全社会树立作风标杆，
更是对党员干部的深刻提醒：柴米油
盐酱醋茶，只有真诚融入人民群众的
生活之中，与群众的感情才会越来越
近，转作风的要求才会落到实处。

作风建设中，遏制“舌尖上的浪
费”是重要环节。公款吃喝、公款接待
成地方各级财政的沉重负担，多年来
已是不争的事实。一些上级领导下乡
调研，看待遇、比规格、讲排场、图享
受，大行奢靡之风。而一些地方搞接
待，也往往以奢华塑形象，拿浪费当
消费，靠接待出政绩。更为可怕的是，

公款吃喝、公款接待成了个“筐”，一
些掌握公权力者什么都敢往里装：有
人虚开发票中饱私囊，有人借此大肆
行贿……公款大吃大喝、公款接待带
来的腐败，给国家造成了巨大损失及
浪费，败坏了党风政风。

总书记的行动，无疑给党员干部
上了生动一课。他简单入住、简朴用
餐、自交160元伙食费，既在节约中爱
惜民力，体恤基层的不易，又在返璞
归真的融入中，远离了客套、铺张、官
腔、过场等形式主义做派，拉近了与
群众的心理距离。这样的清廉、勤俭
之举， 凸显真挚随和的平民本色，传
递共产党人浓浓的平民情怀。

一粥一饭见作风， 一枝一叶总关
情。当前，我省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已
经启动，活动将深入治国理政的“神经
末梢”，离基层、离群众都更近。中央领
导严于律己、廉洁勤政做了表率，我省
各级党员干部更该身体力行， 多到群
众中去，“同围一张圆桌、 同坐一条板
凳”，了解群众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全
心全意与群众一块干、一块过，就一定
能在党心民意的共鸣中， 为实现中国
梦的精彩湖南篇章注入强大正能量。

博深收购
阿基曼中国城
斥资1.1亿美元， 此为我省在

中东地区最大的海外并购项目
本报3月20日讯 （通讯员 颜蓉） 在阿联酋阿基

曼自由贸易区政府的主持下， 3月18日湖南博深实业
集团与英国桑巴集团签署法律文件， 正式收购阿基曼
中国城。 这标志着我省在中东地区最大的海外并购项
目落下帷幕。 阿联酋王室成员、 阿基曼自由贸易区政
府执行长穆罕穆德·拉西米等官员出席签字交接仪式。

阿基曼中国城， 又名中东中国商品批发中心， 地
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基曼自由贸易区， 扼守亚非欧
三大洲商贸枢纽， 辐射50多个国家15亿消费人群， 是
以百货、 五金、 家电、 家具、 各种小商品批发为主的
专业市场， 项目总投资8亿元人民币， 总面积20万平方
米， 首期已建成8个场馆10万平方米， 并于2010年底
开业运营。 现有商户1600余户， 其中， 中国商户占
80%， 其余来自世界各地， 从业人员近8000人， 日均
客流量2万余人， 年零售和批发交易额高达12亿美元，
现已成为中东地区第二大中国商品批发集散地。

湖南博深实业集团是我省实力雄厚的民营企业，
涉及投资、 贸易、 制造、 不动产、 园区经济。 此次斥
资1.1亿美元完成我省在中东地区最大海外并购项目，
是我省企业拓展海外市场“走出去” 的又一杰作。

本报3月20日讯 （记者 李伟锋） 在今天召
开的新一届省食品安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上， 省委常委、 常务副省长陈肇雄强调， 要用最
严格的监管、 最严厉的处罚、 最严肃的问责， 重
拳出击铁腕治乱， 确保“舌尖上的安全”。 副省
长李友志出席。

近年来， 我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
决策部署， 严厉打击食品违法犯罪、 完善体制机
制， 全省食品安全形势总体稳中向好， 没有发生
区域性、 系统性食品安全事件。

陈肇雄强调， 要把食品安全作为全省民生
大事、 发展工程和政治任务来抓。 要突出重点，
治理好农产品种养这个源头， 强化生产、 加工、
流通、 消费全过程监管， 加快建立从“农田到
餐桌” 全程追溯体系， 严惩重处违法犯罪， 推
动食品产业规模化、 集约化、 标准化， 标本兼
治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加快推进食品安全监管
体制改革， 完善监管法规制度和标准体系， 加
快检验检测技术装备建设， 健全投入保障机制，
充实监管队伍， 全面监管能力建设。 各市州政

府要“守土有责”， 监管部门要履职尽责， 企业
要承担主体首责， 加快形成全社会共治格局，
汇聚起维护食品安全的强大合力， 以食品安全
的实际成果取信于民。

李友志指出， 要以对党和人民负责的态度
做好食品安全工作， 加快推进市县体制改革，
提高基层监管能力， 突出薄弱环节开展专项整
治； 完善市场机制， 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充分
发挥社会组织作用， 动员社会力量参与， 共同
维护食品安全。

本报3月20日讯 （记者 唐爱平） 今天， 省
委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专项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
研究讨论2014改革工作要点。 省委常委， 长株
潭试验区工委书记、 管委会主任， 省委生态文
明体制改革专项小组组长张文雄主持会议， 要
求提高认识， 整合力量， 统筹兼顾， 真抓实干，
当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工程师”、 “施工
员”。

会上讨论了 《省委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专项小
组2014年工作要点》 （征求意见稿）， 提出了许
多修改建议和意见。

张文雄指出， 改革急不得、 慢不得。 不可抢
跑， 抢跑就违规； 必须起跑， 不起跑就弃权； 防
止慢跑， 慢跑就落后。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是一项
等不得、 拖不得的改革， 是一项得民心、 接地气

的改革， 也是我省一项有基础、 有特色的改革。
要按照中央和省委的统一部署， 坚持问题导向，
着力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问题、 资源环
境突出问题、 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 加快推
进两型社会建设， 完善生态文明制度， 推动经济
转型发展和民生改善。

张文雄强调，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
改革棋局中的“一枚子”。 要正确处理好生态文
明体制改革与其他各项改革的关系， 协调推进。
要统筹好上与下， 把中央精神与湖南实际结合起

来， 发挥基层和群众的积极性、 创造性； 统筹好
试与干， 不能有试的心态、 试的优越感， 要更加
注重实干； 要统筹好点与面， 由长株潭城市群改
革试点， 拓展到全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统筹好
内与外， 积极学习借鉴外地好的经验做法； 统筹
好虚与实， 既注重调查研究、 顶层设计、 宣传发
动， 又要真抓实干、 务求实效。 生态文明体制改
革不可“叶公好龙”、 坐而论道， 一定要按照中
央和省委的部署， 明确任务， 勇于担当， 精心
“施工”， 抓好落实。

本报3月20日讯 （通讯员 陶飞 记者 周怀
立） 到银行取钱， ATM机意外吐出了7900元。
遇到这样的事， 你会怎么办？ 湖南化工职业技
术学院大一学生邹永亮的回答是：“不是自己的
就不该拿， 做人要有原则。”

3月17日下午6时许， 邹永亮到株洲市区T1
路车终点站附近建设银行的ATM机上取钱。 没
有想到的是， 自己的银行卡插进取款机时 ，
ATM机的吐钞口就打开了， 里面竟然有一沓百
元大钞。

“这么多钱， 一定是前面那位女士落下
的。” 想到此， 邹永亮立即将钱抓在手中， 朝
门外追去。 遗憾的是， 他没有发现前面那位女
士。 掏出手机拨打银行服务电话， 几次都没接
通， 他只好将钱放在口袋中， 在自助取款机门
前等待失主。 20多分钟过去， 失主还没有出现。

而在另外一头， 市民杨春心里疑惑， 自己
存了7900元钱， 手机怎么一直没有短信提示？
她将疑虑告知丈夫， 并拨打银行电话。 此时，
银行工作人员已下班， 要求她次日再去。 第二

天一大早， 她和丈夫赶到银行， 查看了监控视
频。 视频中， 看见一个年轻人从ATM机中拿出
钱后， 马上跑出去追失主， 又返回ATM机前，
等待了20多分钟。

经银行工作人员联系， 钱很快回到了杨春
手中。 她想请邹永亮吃饭， 但被一口谢绝。

据了解， 邹永亮家在安乡县农村， 是一个
穷学生。 他3岁那年， 母亲就因家庭经济困难离
家出走， 至今未归。 父亲常年在外打工， 也很
少回家。 这样一个缺钱的学生， 却在金钱面前
毫不动心。 同学们知道后， 对邹永亮竖起了大
拇指。

省安委全体会议强调

铁腕治乱 确保“舌尖上的安全”
三湘时评

电子邮箱：hnrbxwplb@163.com

3月20日， 衡阳市湘江与蒸水交汇的石鼓书院亲水平台， 南华大学 “保护母亲河监护站”
的青年志愿者用从湘江边上捡来的垃圾布展， 用这样的形式呼吁市民爱护母亲河， 不随手乱扔
垃圾， 迎接世界水日的到来。 曹正平 摄

株洲穷学生将7900元钱交还失主
践行核心价值观 传递社会正能量
身边的感动———

本报记者 刘文韬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于教育着
墨很多，尤其是扶持农村教育的力度很
大， 确保让每个孩子都有成长的机会。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教育工作，希望同学
们认真学习，成为祖国的栋梁……”

3月20日上午， 全国人大代表、通
道侗族自治县第一完小校长蒙兰凤在
学校五年级的一个主题班会上，向学生
们宣讲全国两会精神。自从北京回来之
后，她已多次利用不同场合，结合工作
实际向学校师生传达全国两会精神。

“继续加大教育资源向中西部
和农村倾斜”、“全面改善贫困地区
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办学条件”、“加
强农村特别是边远贫困地区教师队
伍建设” ……政府工作报告中一系
列关于促进教育事业优先发展、公平
发展的语句，令这个生活在武陵山贫
困地区的侗族教师深受鼓舞。

近年来， 为促进农村教育发展，
我省教育工作高举改革大旗，成效显
著。2013年，我省农村基层教育人才
津补贴制度在全国的率先实施；农村
教学点数字教育资源实现全覆盖；农
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进一步健
全完善，共投入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
障机制改革经费达60多亿元； 健全
完善政府资助与社会捐助相结合的
工作机制，不断提高义务教育阶段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面和资助水
平；为全省628.12万农村(含县镇)中
小学生及城市特困家庭学生免费发
放国家、地方课程教科书和部分辅助
学习资源。

“农村义务教育历来是我们教育
工作的重点，但也是薄弱环节。”对于
我省在农村义务教育方面取得的成
绩，蒙兰凤兴奋之余也有忧虑，像我
们通道，由于底子薄，长期投入不足，
农村义务教育发展总体水平依然不
高。特别是一些村小的办学条件仍处
于低水平状态，经费投入难以保障正
常运转。 如有的村小至今仍没有厕
所，没有围墙，操场也没有硬化，办学
条件十分简陋；有些村小则长年请代
课教师， 或是靠支教队伍维持运转，
教育教学质量普遍较低。

“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瓶
颈’和‘短板’在农村。农村义务教育水
平提高了， 教育公平才能真正实现。”
蒙兰凤认为， 推进农村义务教育事业
发展，必须通过加强顶层设计、完善体
制机制， 促进公共义务教育资源重点
向农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倾斜，进
一步改善农村教师工作生活条件，并
完善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留守儿
童等教育弱势群体受教育权利的政策
措施，不让一个孩子因贫困失学。

在3月初省教育厅、省委教育工委
出台的2014年工作要点中，将完善农
村义务教育保障机制改革省级政策，
争取省政府出台湖南省农村义务教育
学校布局调整实施意见， 建立和完善
城镇学校校长、 教师到农村学校任职
任教鼓励机制， 争取将连片贫困地区
乡村教师的补贴政策范围逐步扩大到
全省所有乡村教师， 实施好农村义务
教育寄宿制学校运行补助和条件改善
计划， 稳步推进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
养改善计划等， 纳入了今年的教育工
作重点，确保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蒙兰凤对此充满期盼：“作为教
育战线的一名人大代表，我将一如既
往地为教育事业全面发展鼓与呼。”◎责任编辑 易博文 版式编辑 刘岳◎

两会归来话改革

“加大教育资源
向中西部和农村倾斜”

———访全国人大代表、通道侗族自治县第一完小校长蒙兰凤

160元的标志意义

张文雄主持召开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专项小组会议指出

当好改革的“工程师”和“施工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