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21日， 市政
工人在接受免费诊
疗 。当天 ，长沙市天
心区总工会、区卫生
局在贺龙体育场举
办“中国梦·劳动美·
雷锋心”职工关爱行
动， 为辖区市政、环
卫、园林工人提供免
费诊疗、 免费咨询，
并为女职工赠送一
份最高保额10000元
的特殊疾病保障。

本报记者 赵持
通讯员 阎伟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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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焦裕禄精神
作为学习对照的标杆
高福生

3月19日上午，省委召开电视电话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在河南省兰考县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省委书记徐守盛指出，广大党员干部
要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努力做焦裕禄式的好党员、好干
部。(3月20日《湖南日报》)
� � � �今年是焦裕禄逝世50周年。上个世纪60年代，兰考县委书
记焦裕禄带病工作，率领当地民众斗盐碱、治风沙、除内涝，年
仅42岁就牺牲在工作岗位上。他的故事，感动了几代中国人。
历经半个世纪的岁月风雨之后， 许多人依然对焦裕禄的事迹
如数家珍，“焦裕禄精神”从未走远。

眼下， 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在我省如火
如荼开展。焦裕禄精神，正彰显了群众观的内核。各级党委都
要把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作为一条红线贯穿活动始终。

弘扬焦裕禄精神，须在“深学”上下功夫。习总书记高度概
括焦裕禄精神为“‘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公
仆情怀， 凡事探求就里、‘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 的求实作
风，‘敢教日月换新天’、‘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奋斗
精神，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的道德
情操。”深学就要把这种精神实质理解透，掌握好。

弘扬焦裕禄精神，须在“细照”上做文章。每一位党员干
部，都应当见贤思齐，以焦裕禄精神为镜子，经常照、反复照，
照出差距，得到启示。通过“细照”，“照”出自己身上可能存在
的四风方面的“羞”和“小”来。

弘扬焦裕禄精神，须在“笃行”上显实招。说一千，道一万，
不如做出样子看。每位党员干部都应该从今天做起，从眼前做
起，从具体事情做起，像焦裕禄那样常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
之责，善谋富民之策，用过硬的“做功”换来实绩赢得掌声。

“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只要我们把焦裕禄精神
当作学习对照的标杆，深学之、细照之、笃行之，就一定能提升
思想境界、增强素质能力、改善作风形象，汇聚起推动改革发
展的正能量。

三湘时评
电子邮箱：hnrbxwplb@163.com

本报3月21日讯 （记者 肖建生 通
讯员 徐林）记者从今天召开的全省统计
工作会议上获悉， 今年我省将对统计制
度实施重要改革， 以更好地反映我省市
场经济和“四化两型”建设的情况，为各
级党委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更加真实准
确的数据。

据省统计局局长张世平介绍， 这次
统计制度改革首先是根据全国核算改革
新进程，研究完善全省GDP核算方案，主
要是以全省和各地第三次经济普查资料

为基础，实事求是地统一修订2013年及
以前年度全省和各市州GDP总量。

其次是深化能源调查制度改革，主
要是推进我省分市州能源统一核算，实
现相关数据的基本衔接。 结合第三次经
济普查有关资料，修订各市州2013年及
以前年度历史数据。 特别是加强应对气
候变化基础统计研究， 建立健全温室气
体排放、应对气候变化统计调查制度。

第三是推进相关专业制度改革，主
要是开展工业生产指数试算、 县级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统计评价指标体系、 全社
会电子商务总规模推算方法研究； 推进
固定资产投资、劳动工资统计制度改革；
加强网上零售统计， 完善零售额统计方
法、劳动力调查制度、两型社会建设评价
体系和统计制度；深化健康、养老等新型
服务业统计；改进城乡界定方法，利用空
间地理信息系统加强城乡划分数据质量
检查评估，建立健全城镇化统计制度。推
进湖南反映经济转型升级的统计指标体
系建设，适时发布市州相关数据。

这次统计制度改革将充分利用信息
技术，进一步将固定资产投资调查、各项
小微企业调查、乡镇统计电子台账等纳入
一套表联网直报系统，积极探索建立适应
现代信息网络技术要求的统计工作新机
制，逐步实现省级统计机构与基层统计机
构间更高效的信息共享，更加严格执行统
计法律法规， 严肃查处弄虚作假行为，及
时查处群众举报、媒体披露、领导批示的
统计违法案件， 提高联网直报条件下发
现、掌握、打击统计违法违纪行为的能力。

统计制度今年实施重大改革
●完善全省GDP核算方案， 推进分市州能源统一核算
●更加严格执行统计法律法规， 严肃查处弄虚作假

3月21日是国际木偶联合会第十三个 “世界木偶日”。 湖南省木偶皮影艺
术保护传承中心在省文化艺术幼儿园演出了三场 《木偶皮影荟萃》， 表演的
《肥猫哥儿》、 《龟与鹤》、 《三只老鼠》 受到小朋友的欢迎。

本报记者 郭立亮 李国斌 摄影报道

本报3月21日讯（记者 肖建生）
在银行、证券、地产等板块股票上涨
的带动下， 今天沪深股市大幅反弹：
上证指数收于 2047.62点 ， 上涨
2.72%，成交1094亿元，944只股票上
涨，65只下跌； 深成指收于7241.57
点，上涨3.48%，成交1193亿元，1420
只股票上涨，291只股票下跌。

今天湘股总体表现出强劲上涨
的势头， 73只湘股除6只停牌未交
易外， 54只上涨， 13只下跌。 涨幅
居前的有大康牧业、 中南传媒、 方
正证券等； 跌幅居前的是前期上涨
过大的股票， 主要是开元仪器、 熊
猫烟花等。

证券界人士分析， 今天银行、

证券类股票大幅上涨， 主要是市场
传言证监会将于近期推出优先股试
点， 且大型银行有望抢得先机， 成
为首批优先股发行试点单位。 由于
银行股具有稳定分红派息能力、 估
值较低且融资需求高等特性， 被认
为是优先股最佳试点对象。 银行发
行优先股， 能够起到补充资本金的
作用， 对于银行扩张规模经营有积
极意义。 这一消息对银行股的上涨
起到了重要的刺激作用。

优先股是相对于普通股而言的，
主要指在利润分红及剩余财产分配
的权利方面优先于普通股。 但优先
股一般不上市流通， 也无权干涉企
业经营， 不具有表决权。

本报3月21日讯（记者 王茜）“把‘为
民务实清廉’贯穿于长沙改革发展全过程,
要始终恪守一个信念：我们为之奋斗的一
切，都是为了人民群众。”今天上午，在长
沙市教育实践活动集中学习暨党员领导
干部廉政警示教育大会上， 省委常委、长
沙市委书记易炼红给全市近1300名领导
干部上了一堂党课。他强调，全市领导干
部要义无反顾地把党的群众路线践行到
底，以率先建成“三市”、强力实施“三倍”，
加快现代化进程，大步践行“六个走在前
列”的发展成果，造福715万长沙人民。

易炼红深入分析了群众路线的历史
由来和现实意义。他指出，党的群众路线
是价值观、传家宝、生命线、方法论，回顾
党的90多年奋斗史， 就是一部鲜活而深
刻的“群众路线史”。全市广大党员、干部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 以大力弘扬焦裕禄精神为红
线，准确把握群众路线“为民务实清廉”的
时代内涵。

易炼红强调，要抓住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开展的契机，凝聚长沙改革发展正
能量。要带着为民情怀抓发展，将群众观
点深入到骨子里、融化进血液中，自觉、主
动、常态地走出机关大院、走进千家万户，
在一线了解实情、化解矛盾、解决问题、推
动工作， 将为民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要
坚持求真务实干工作，全市领导干部要讲
实话、出实招、办实事，以钉钉子的精神抓
工作落实；要注重风清气正树形象，长沙
的领导干部要像白沙古井的水一样清澈、
透亮、干净，有“水无沙”的境界、有对权力
的敬畏、有阳光下的监督。

会上，与会人员集中观看了警示教育
片《四风之害》。

第三次经济普查入户登记结束
力争3月25日前全面完成普查数据采集和上报

本报3月21日讯（记者 肖建生 通讯员 徐林）记者从今
天召开的全省统计工作会议上获悉，1月1日普查登记工作开
展以来， 经过10万普查员和普查指导员艰辛工作， 到3月19
日，使用PDA采集个体户的基本情况的工作基本结束，法人单
位、产业活动单位登记上报进度超过90%，现在离普查登记结
束还有10天的时间，会议要求当前要突出抓好5项工作。

一是力争在3月25日前全面完成普查数据的采集和上报；
二是抓好数据审核， 把好经济指标和基本信息指标审核的关
口；三是抓好数据的验收和评估，做好对现场登记质量和平台
数据质量的验收工作，初步评估普查数据的真实性、一致性和
可靠性；四是精心做好本地区的事后质量抽查工作；五是配合
做好个体经营户抽样调查工作。

根据国家统计局、 国务院经普办的统一部署和省政府的
工作要求，第三次经济普查要在1至3月完成入户登记工作，1
至4月完成数据审核验收，4至5月开展质量抽查，3至6月开展
数据评估工作，7至10月发布主要普查数据，7月至2015年7月
开发普查资料，同时要加强“一套表”调查单位的核实与申报，
严肃查处经济普查中的违纪违法行为。

本报3月21日讯 （记者 周月桂 王茜
通讯员 李江） 长沙市肉菜流通追溯体系
建设将在2015年下半年基本完成，届时，
消费者可以通过购物小票的追溯码，了解
肉菜流通过程。由省商务厅主办的长沙市
肉菜流通追溯体系建设技术评审会今天
在长沙举行。

作为商务部肉菜流通追溯体系建设
试点城市，长沙市从肉类、蔬菜“一荤一
素”入手，试点建设肉菜流通追溯体系，保
障“舌尖上的安全”。在今天的评审会上，
长沙市肉菜流通追溯体系建设技术实施
方案，通过了专家联合评审，获得高度肯
定。

按照建设方案，预计长沙市肉菜流通
追溯体系建设， 将在2015年下半年基本
完成并投入试运行。届时，长沙市将建立
完善的覆盖全市6区3县（市）主城区（含高
新区）的来源可追溯、去向可查证、责任可

追究的肉类蔬菜流通追溯体系。整个体系
建设流通节点涉及3家定点屠宰厂（湖南
红星盛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湖南长株潭
广联生猪交易市场有限公司、湖南现代资
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2家蔬菜批发市场
（长沙马王堆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
红星农副产品大市场）、80多家大中型超
市、80多家农贸市场、 数百家团体消费单
位（食堂、连锁酒楼、医院、学校等）及部分
冷链物流专卖店。

长沙市肉菜追溯办主任刘利华介绍，
该追溯体系在长沙建成后，长沙市民可以
通过扫描或输入从菜市场、超市等地的购
物小票上的追溯码， 查到该食品的产地、
上级批发商和下端零售商。一旦出现猪肉
和蔬菜安全问题就可以迅速进行准确定
位，有利于消费者查询和维权，为消费者
的菜篮子加上了一道“安全锁”，确保实现
可追溯。

本报3月21日讯（记者 陈永刚 通讯
员 彭月辉 周远亚）今天，2014首届中国
（长沙） 国际美丽健康时尚产业博览会在
长沙红星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新娘皇后妆
容展、指舞飞扬美甲展、人体彩绘等精彩
主题活动邀您感受春天的美丽。

长沙作为新兴的娱乐之都，美容美体、
健康保健和时尚潮流市场日益兴盛。 本届
美博会以“长沙让我更幸福，美丽让我更自
信”为主题，由中国美容美发协会、长沙工
商总会、 世界圣迪斯歌国际美容组织等主

办，吸引了来自欧美、港澳台地区和省内外
近200家行业企业参展，征集了欧莱雅、丹
姿、百草集、梦妆、绿之韵、罗宝钟表等美丽
健康时尚品牌。展会将持续到23日，期间有
产品展示、新娘皇后妆容展示、指舞飞扬美
甲作品展示、形象我最美选拔大赛、美容论
坛、人体彩绘6大主题活动。

省政协副主席张大方和来自香港、澳
门、台湾、武汉、南昌、合肥等地的嘉宾和
行业企业代表、参展企业代表200多人参
加了开幕式。

非法采砂损毁汨罗江河堤
省水利厅督促修复堤防，全面排查河道采砂隐患

本报3月21日讯(通讯员 王琳 记者 柳德新)3月20日，平
江县三市镇肥田村受非法采砂损毁的汨罗江河堤得到修复，
消除了防洪安全隐患。

省委教育实践办举办的《电视问政》节目2月28日披露，
由于非法采砂乱采滥挖， 导致平江县三市镇肥田村290多米
的汨罗江河堤受到严重损毁，危及防洪安全。省水利厅第一时
间派出工作组，迅速赶赴平江县调查处理，要求迅速修复受损
河堤，依法依规对相关当事人进行处理。3月18日，省水利厅
厅长詹晓安赶赴平江县，现场督促修复河堤。

截至3月20日，平江县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和施工队伍，高
标准完成了受损河堤的修复工程；对事件进行了深入调查，依
法对非法采砂业主进行经济处罚， 对平江县水务局和当地村
组有关人员进行了相应处理。

省水利厅“举一反三”，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吸取教训，
切实加强河道采砂规范化管理， 全面排查河道采砂隐患并及时
整改到位，确保防洪安全。3月10日起，由省水利厅领导带队的9
个督查组，已分赴各地开展防汛安全大检查，并将河道采砂规范
化管理作为检查重点，进一步排查、处置河道采砂安全隐患。

沪深股市大幅反弹
上证指数、 深成指分别上涨2.72%和

3.48%，湘股总体表现强劲

易炼红为长沙千余名党员领导干部上党课

把“为民务实清廉”
贯穿改革发展全过程

为菜篮子加一道“安全锁”

长沙肉菜明年可追根溯源

“美博会”邀您感受美丽
中国（长沙）国际美丽健康时尚产业博览会开幕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4年 3月 21日

第 20140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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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2 1000 592000

组选三 594 320 190080
组选六 0 160 0

6 26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4
二等奖 20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559239
1 15978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440
1344
13758

7
51
314

1452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21501
151794

637
3668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4年3月21日 第2014032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下期奖池：0 元
01 0412 13 15 25 28 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