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学生在校吃饱吃好

浏阳实行校长教师食堂陪餐制
本报3月20日讯 （记者 王文隆 通

讯员 石自行 潘志强） “以前， 我总担
心我的小孩在学校吃不好， 今天我看到
校长和老师们和我的小孩吃一样的菜，
我放心了！” 今天中午， 浏阳市达浒镇
石板小学学生家长王玉珍来到学校给小
孩送东西， 看到校长、 老师和学生一起
就餐， 吃一个标准的饭菜， 突然间有些
感动。

学校食堂一直是家长关注的焦点，
今年以来， 这所学校加强了食堂的管
理， 不仅开展了家长开放日活动， 成立
了伙食委员会， 还让老师和学生一起就
餐， 交一样多的钱， 吃一个标准的饭
菜， 保证了饭菜的质量。 “以前， 家长
对学校食堂多少有点意见， 我们通过家

长陪餐、 食堂开放日等措施， 现在家长
对学校食堂伙食很满意， 原来我们只有
100多个学生就餐， 现在220个学生全
部到食堂就餐了， 就连住在学校门口的
学生都来了。” 该校负责人高兴地说。

今年以来， 浏阳市教育局不断加强
对学校食堂的管理， 建立了规范、 常态
的学生食堂监管制度， 各学校实行民主
公开管理， 建立教师、 学生、 家长代表
组成的膳食管理委员会， 定期检查和公
示， 并进行满意度测评。 同时还积极落
实上级要求， 实行校长和教师代表缴费
陪餐制度， 实行“三同”， 即老师和学
生同样缴费， 同时就餐， 同标准就餐，
确保学生食堂伙食卫生安全、 价格合
理、 质量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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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吴日维

3月以来， 家住怀化市怀西路锦绣家园路
段的居民多次向记者反映， 该路段成了二手车
交易市场， 人行道成了停车场， 不仅影响市容
市貌， 还影响居民出行， 存在较大安全隐患。

近日， 记者来到怀西路， 见路旁开着各
种二手车店、 汽车配件店、 汽车美容店， 粗
略一数有20余家。 从锦绣家园小区往汽车西
站方向路段， 马路两边停着各种贴着“此车
转让” 标志的车辆， 连人行道上都停满了车，
车辆首尾相连， 绵延近1000米。 有的地段还
并排停着两辆车， 把人行道完全堵死了， 过
路市民不得不往马路上走。 马路两边， 也停
着二手车。

记者在现场看见， 很多二手车店备有洗车
器具， 在没有人上门看车时， 店主就在人行道

或马路旁擦洗车辆， 路上污水横流。 洗车时喷
出阵阵水雾， 路人纷纷避让。

在一家店铺门口并排停着两辆车， 店主在
为其中一辆冲洗。 上前询问为什么把车停在人
行道上， 店主说： “我们没有汽车销售展厅，
摆在路边卖也是没办法。 你看车都摆在马路边
上， 放久了到处是灰， 要定时冲洗、 清理。 我
们也希望有个二手车专营市场， 能让我们进场
经营。”

人行道上停满车， 还当街洗车， 附近居民
感到很无奈。 家住407地质队的刘先生说， 自
己小孩上学要经过这个路段， 因人行道上停着
车， 店主还经常洗车， 小孩都走到马路中间去
了， 这让他非常担心， 希望有关部门尽快进行
整治。 刘先生还查过， 这种自发形成的马路二
手车市， 违反了商务部等部门颁发的 《二手车
流通管理办法》 中关于场地、 程序及资质等方
面的规定。

市民王女士认为， “以路为市” 本来就不
对， 何况还是卖二手车。 “卖车的路段没有安
全设施， 加上二手车质量参差不齐， 数量这么
多的二手车长年累月晒在太阳下， 一旦车辆出

现自燃进而引发火灾或爆炸， 后果不堪设想。”
她担忧地说， 对于附近居民来讲， 这些天天停
在家门口的车辆， 就相当于“定时炸弹”。 她
建议政府统一规划， 腾出一块地方， 建立二手
车专营市场， 把人行道还给行人。 “像现在这
样， 只要有人来买车， 就在大马路边打开引擎
盖、 车门检查， 前前后后查看， 存在很大的安
全隐患。”

记者联系到怀化市城管局指挥中心， 中心
负责人说， 怀西路二手车经营户虽然有合法的
营业执照、 经营许可证， 但也属占道经营。 根
据市民反映的情况， 他们联合工商、 商务、 交
警等部门， 开展过专项整治行动， 但一直无法
取缔。

“无法取缔的最大症结在于， 经营户们也
有自己的诉求， 因为从事这个行业必须有合适
的地方进行经营， 但怀化目前还没有专门的二
手车市。” 这位负责人说， 在怀化建立专门的
二手车市场迫在眉睫， 政府相关部门对此事非
常重视， 通过前期联合摸底、 调查情况， 以及
组织经营户们座谈， 已有了建二手车专营市场
的意向地， 目前正在衔接、 商谈中。

记者在你身边

当街洗车、卖车，造成人行道拥堵———

怀化城区二手车市场“霸道”经营

3月20日，长沙市解放西路，春风乍起，撩起不少美女的发
梢。当天长沙天气为阵雨转多云，北风较大。 本报记者 唐俊 摄

本报3月20日讯 （记者 肖建生）在
新股即将大量发行等利空消息的打击
下，今天沪深股市大幅下跌，上证指数收
于1993.48点， 跌幅1.40%， 再次跌破
2000点心理关口，878只股票下跌，119
只股票上涨，成交886.3亿元；深证成指
收于6998.19点，跌幅2.12%，创5年来的
新低，1510只股票下跌，205只股票上
涨，成交1205亿元。

今天中小板和创业板跌幅巨大，中
小板跌幅达到3.10%，收于4708.72点；创
业板跌幅达到3.31%，收于1417.68点。

今天湘股涨少跌多，73只湘股除6
只停牌未交易外，有9只上涨，有58只湘
股下跌，其中三诺生物收于跌停板，跌幅
超过5%的股票有6只，除三诺生物外，还
有华升股份、物产中拓、湘电股份、恒立
实业和金瑞科技。

本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李顺礼 李青松

“马鞍铺村是一个深度扶贫村，村里
怎么发展生产，如何增加农民收入,如何
办好低保、医保，小孩上学是否方便……
希望大家踊跃发言。”3月6日上午，沅陵
县委书记刘志良来到自己的联系点———
官庄镇马鞍铺村，召开村民代表座谈会，
共谋村里发展。

“通过近两年帮扶，全村基本实现通
电、通水、通路，农网改造也基本完成。村
里山林资源丰富， 村民造林积极性很高，
但去林区的路不好走，请求县里帮助村里
修2条简易公路。”村支书张用首先发言。

“修路是村里发展经济的一个重要
条件，可以直接带动产业发展。今年上半
年，一定设法把林区公路修通。”刘志良
当场表态。

听到县委书记的承诺， 村民代表心
里暖融融的。

“今年想扩大养猪规模， 但缺乏资
金，能不能帮忙申请点贴息贷款？”从温
州返乡创业、今年29岁的养猪大户邓伟
谈了自己的想法。

了解邓伟一年出栏生猪300多头、
且销路不愁的情况后， 刘志良答应帮他
解决贷款问题。

村民张旭在北京发展20多年，积累
了一些资金。听说县里大力发展种养业，
前年他回到老家马鞍铺村养鸡， 目前在
沅陵擂钵尖林场养了1万多只乌骨雪峰
鸡。 见多识广的张旭侃侃而谈：“发展产
业，要着眼长远，根据市场供需关系定项
目。而要拓宽市场销路，关键是创品牌。
村里发展经济，最好是组建林业合作社，
发展乡村旅游。”

“现在交给你两个任务，一个是当好
村里的参谋， 和村支两委一起把村里的
产业规划做出来；二是给县委、县政府当
参谋，为开发沅陵土特产资源，进一步打
响沅陵品牌出谋划策。” 刘志良鼓励张
旭，立足家乡发展，当好“领头雁”。

大家继续建言献策， 刘志良边听边
记。他高兴地说：“马鞍铺村要抓住机会，
做好全面奔小康工作。 发展产业是重中
之重，要想方设法让大家增收。”

屋外细雨霏霏，屋内其乐融融。不知
不觉，3个小时过去了，大家还在热烈讨
论着村里发展的事。

◎责任编辑 刘凌 版式编辑 刘岳◎

联系点听民声

“要想方设法让大家增收”

受新股即将大量发行等利空影响

沪深股市大幅下跌
上证指数跌破2000点， 深成指创5年来

新低；中小板和创业板跌幅巨大

沅陵县委书记刘志良 （右一） 与村民交谈。 瞿宏红 摄

春春春风风风原是“美发师”

湖南省2014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奖状
和全国工人先锋号候选对象公示公告

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要
求和部署， 为贯彻公开、 公平、
公正原则 ， 充分发扬民主 ， 广
泛听取群众意见 ， 现将湖南省
2014年推荐评选的43名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候选人 、 10个全国
五一劳动奖状候选单位和35个
全国工人先锋号候选集体名单
予以公示 。 如有不同意见 ， 请
于3月26日16时前， 以电话、 传

真等方式向我会反映。
意见受理部门 ： 湖南省总

工会生产保护部
联系电话： 0731-84320219��

84320191（传真）
地址 ： 长沙市开福区民主

东街11号省总工会办公楼6楼

湖南省总工会
2014年3月21日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候选人名单（43人）

刘 珏（女） 长沙通程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百货事业部会员主管

罗文智 广汽菲亚特汽车有
限公司整车制造部焊装科科长

姜鹏鹏（女） 长沙神农大酒
店餐饮部楼面主管

黄雄姿 长沙市人民政府副
秘书长、办公厅副主任

王 红（女） 中国南方航空
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工程技术部
一级技术专家

杜 婕（女） 南车株洲电机
有限公司牵引电机加工车间数控
车工

张国华 湖南省地质矿产勘查
开发局四一六队队长、高级工程师

熊 勇 江南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高级工程师

刘子忠 湘乡市农业局农艺师
丁伟平 湖南华菱线缆股份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雷芝华 湖南省衡阳汽车运

输集团有限公司耒阳分公司司机、
高级驾驶员

左晓东 湖南省衡洲建设有
限公司项目经理

谭华勇 衡南县星火实验小
学教师

陈福生 衡阳县水利局局长
夏小涛 邵阳神风动力制造

有限责任公司工具车间主任
曾韵华（女） 邵阳市脑科医

院护士长
李先涛 华容县人民医院院

长、内呼吸道科主任
李望明 巴陵石化合成橡胶

事业部橡胶中心副主任
周青燕（女） 湖南巴陵油脂

有限公司技术员
唐述林 桃源县观音寺镇党

委书记
陈正娟（女） 湖南东信棉业

（常德）有限公司操质员
周孝文 常德纺织机械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高级工程师
杜方金（土家） 张家界华盛

建筑公司逸臣中央项目部泥瓦工
周智勇 国网益阳供电公司

配电一班班长

刘友良（女） 益阳医学高等
专科学校口腔中心主任医师、副教授

李华东 资兴市交通运输局
计划基建股股长

付 国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党
委副书记

曾志方 湖南省地质矿产勘
查开发局四〇九队总工程师

杜宏槐 永州市公安局干警
杨国荣（侗） 新晃侗族自治

县邮政局步头降支局乡邮员
陈晓红（女） 怀化市第四人

民医院护理部主任
周国雄 娄底市娄星区总工

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李爱莲（女） 湘运娄底汽车

运输有限公司职工学校教师
田顺江（土家） 龙山高级

中学副校长、高级教师
袁秋红（女） 湘西老爹生物

有限公司技术部副经理
王福生 湖南省林业调查规

划设计院森林资源与生态环境监
测中心主任、研究员级高工

李雪江 中国水利水电第八
工程局有限公司水电八局松邦4项
目部项目经理、高级工程师

章孟勇 湖南华电石门发电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工程师

汤 勇 湖南交通国际经济
工程合作公司总经理、高级工程师

肖亦农 湖南省地方税务局
流转税处处长

陆佳政 国网湖南省电力公
司电力科学研究院国网重点实验
室主任、高级工程师

王耀南 湖南大学电气与信
息工程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王 琼（女） 中国电信湖南

分公司政企客户部服务支撑经理、
高级工程师

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候选单位名单（10个）

长沙新奥燃气有限公司
株洲联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衡阳市分行
邵阳市地方税务局
湖南云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南有限

公司益阳分公司
湖南省电力公司东江水力发

电厂
湖南云箭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五局工业设备安装有限

公司
中南大学冶金与环境学院

全国工人先锋号
候选集体名单（35个）

华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焊接组

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长沙供
电分公司检修试验工区

长沙市天心阁管理处讲解班
湖南省烟草公司株洲市公司

物流配送中心
南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

限公司风电事业部售后服务中心
大唐华银株洲发电有限公司

培训服务中心
湖南华韧钢结构混凝土构件

有限公司钢构件制作班
湖南利欧泵业有限公司装配

班组
衡阳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一

大队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衡阳市分行营业部
邵阳市楚雄艺术剧院演艺有

限责任公司《目连救母》剧组
湖南省三可食品有限公司收

购部
岳阳市自来水公司广益公司

抢修班
岳阳华润燃气有限公司金鄂

西路加气站
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地方税

务局稽查局
湖南汉寿煤矿机械有限公司

机修车间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

门票管理站
太阳鸟游艇股份有限公司船

体工段积层班
益阳市资阳区妇幼保健院儿科
湖南郴州汽车运输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郴州汽车总站 “福星”服
务班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儿童医
院新生儿科

江华瑶族自治县社会管理综
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

道县地方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怀化市公共交通总公司1路线

湘N09465车组
湖南佳惠百货有限责任公司

中心店收银部
湖南广益农业开发集团股份

公司五一核心资源养殖场
冷水江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
花垣县太丰冶炼有限责任公

司硫酸二厂
湖南省气象局防雷中心望城

区防雷中心
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市场营销中心西藏销区
湖南省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长沙市轨道交通2号线工程项目部
株洲市天元区国家税务局办

税服务厅
湖南省煤田地质局第六勘探

队地质勘查院
湖南创业电力高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输变电工程部
中铁大桥局股份有限公司中

铁大桥局汝郴高速公路第19A合
同段项目经理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