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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23日讯 （记者 肖建生 通
讯员 黄歆）省监察厅、省物价局、省财政
厅、省优化办，今天在长沙召开2014年
全省“发展环境优化年”收费专项检查工
作部署会，决定今年全省继续开展为期
六个月的收费专项检查工作，以进一步
减轻企业群众收费负担，持续改善和优
化我省经济发展环境。

根据省委、省政府关于“发展环境优
化年”工作要求，省监察厅、省物价局、省
财政厅、省优化办去年在全省范围对各
级国土、住建（含规划、房管）、环保、水
利、公安（含交警、消防）、人防等部门和
供水、供气等公用事业单位组织开展了
收费专项检查， 共检查部门和单位近

3000家， 目前已处理违法收费单位396
家，处理金额6700万元。 同时还组织了
对全省行政事业性、经营服务性收费的
专项清理工作，2013年全年累计取消83
项、免征17项、降标33项行政事业性收
费，取消9项、取缔1项、降标13项、市场
化8项经营服务性收费，年减负达13.8亿
元。

今年在全省开展“发展环境优化
年” 收费专项检查范围， 除去年已检查
单位外， 有收费行为 （包括行政事业性
收费和经营服务性收费） 的省直、 市
（州）、 县 （市、 区） 所有有收费行为的
部门和单位都在专项检查范围， 主要检
查内容包括： 市 （州）、 县 （市区） 政

府或相关职能部门越权设定收费项目
和制定收费标准的； 收费部门和单位违
反规定分解收费项目重复收费， 或擅自
设立收费项目、 扩大收费范围、 延长收
费时限的； 不执行国家和省明令取消的
收费政策继续收费， 或不执行国家和省
规定的价费优惠减免政策的； 收费标准
长期执行不到位或擅自减免收费， 擅自
提高收费标准， 或收费标准降低后仍按
原标准继续收费的； 行政机关在履行职
责过程中， 利用行政权力强制收取或替
下属企事业单位和其他部门单位收取
经营服务性收费， 或将交纳经营服务性
收费等作为行政审批、 行政许可前置条
件， 变相强制收费的； 行政机关将管理

职责范围内的事务交由下属事业单位、
行业组织、 企业等办理， 变无偿服务为
有偿服务收费的； 违反规定以保证金、
抵押金、 集资、 捐赠、 赞助等形式变相
收费的； 违反票据管理和使用规定收费
的； 其他违反国家、 省收费管理政策的
乱收费行为。

据悉， 本次收费专项检查将以收费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为依据，对存在
的问题进行严肃处理， 对在检查工作中
不予配合，情节恶劣、性质严重的典型乱
收费案例将进行通报和公开曝光。 对涉
及相关部门收费的问题， 企业和群众可
以通过“12358”价格举报电话等方式进
行举报。

本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周晶晶 彭宏高

4月23日，天气阴沉，新晃侗族自
治县林冲乡塘寨村天子山上，石孟林
坟头的坟飘格外显眼。这是石孟林下
葬后第5天。

石孟林今年64岁，贵州省松桃苗
族自治县长兴镇人， 上世纪60年代，
石孟林的父亲带着全家人到湘黔两
省边界以做瓦匠为生， 后父亲去世、
母亲出走、弟弟失联，石孟林便在湘
黔边境周边乡镇流浪，长期在两省边
界的天堂、平溪、大龙、林冲等乡镇，
靠给村民打短工、捡瓦为生。

两年前，石孟林生活再度陷入困
境，流落到林冲乡塘寨村。 刚被村民
发现时，他身上衣服破旧不堪，没有
钱，也没有身份证。 村民见他年迈体
弱、无依无靠，便将他安置在天子山
上一座小庙里，善良的村民们隔三差
五像照顾自己的亲人一样，经常去照
看他。

得知石孟林老人的情况，林冲乡
党委、乡政府一边给予救助，一边根据

石孟林的口述，发函给长兴镇政府，请
求核查其身份。多次求助未果，林冲乡
将老人列入社会救助范围，定期给予
200至400元不等的救助金， 还给他
送去棉被、大米、食用油等生活必需
品。 老人生病了，乡政府就接他去卫
生院就诊，承担所有医疗费用。

石孟林安定下来后，对乡政府和
村民心存感激。 身体吃得消时，他义
务帮村民捡捡瓦、帮点小忙，虽然动
作稍慢，但村民们还是很高兴，用最
好的饭菜招待他。虽然没有正式落户
到村里，但村民们早已把他当成了村
里的一员。 不论走到哪家，都把他当
家人，他也没有拘束，仿佛就是家里
的一员。

4月17日， 石孟林因患肝腹水在
乡卫生院去世， 村民们闻讯悲痛不
已，大家凑钱把他葬在天子山。18日，
乡政府将石孟林的安葬费全部返还
给村民。

“老人家心地好，爱帮忙，我们都
舍不得他。 ”回忆起石孟林在塘寨村
的日子，村里几个熟识他的老伙计仍
泪流不止。

西洞庭培训国外农技人员
本报4月23日讯 （记者 周勇军 通讯员 全必成 程龙） 4

月22日， 商务部和省农业厅举办的第九期援外培训班在常德
西洞庭管理区开学。 亚洲油料作物培训班和非洲蜂蜜班的67
名学员参加培训， 他们来自24个国家。

近些年来， 西洞庭管理区“围绕市场调整工业， 围绕工
业调整农业”， 推动农业产业化。 区里工业企业多为农产品加
工企业， 耕地基本为工业企业原料基地， 农产品加工率高达
95%， 被列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 今年3月， 该区聘请专
家， 完成了农业科技园区规划， 将通过近10年努力， 把西洞
庭农业科技园建成现代农业高科技企业孵化园、 农业高新技
术成果集散地和辐射源、 产学研企一体化机制创新区、 农村
科技特派员创业基地、 引导农民参与市场竞争的服务中心与
开放式培训基地， 为常德乃至整个洞庭湖区农业生产方式转
变提供技术支撑和示范样板。

利斧“砍”收费 一年减负13亿
“发展环境优化年”收费专项检查在长启动，有收费行为的部门和单位都在检查范围

本报记者 段涵敏

4月25日是全国儿童预防接种宣传
日， 儿童疫苗接种话题引关注。 4月23
日，省卫生厅举行新闻通气会，记者获
悉，受去年“乙肝疫苗事件影响”，我省
部分地区乙肝疫苗的接种率下降了
30%，其他疫苗的接种率也下降了15%。

接种还是不接种？ 专家给出答案：
我国的疫苗是安全的。 孩子不打疫苗，
不但自身免疫力下降，增加其本人感染
传染性疾病的风险，还将影响群体免疫
屏障的建立。 疫苗接种率下降甚至可能
产生一些传染病重新流行的严重后果。

疫苗让数以万计的人
免遭乙肝疾苦

据悉，目前，我省适龄儿童享受的
免费疫苗为乙肝疫苗、卡介苗、脊灰疫
苗、百白破疫苗、白破疫苗、麻风疫苗、
麻腮风疫苗、 甲肝疫苗、A群流脑疫苗、
A+C群流脑疫苗、 乙脑疫苗等11种，预
防12种传染病， 还有3种疫苗为应急储
备疫苗：出血热疫苗、炭疽疫苗、钩体疫
苗。

省卫生厅疾控处处长陈焱介绍，通
过预防接种，很多疾病发病率大幅度下
降。 例如，麻疹2011年发病率仅0.15/10
万，降至历史最低；流行性脑脊髓膜炎

和流行性乙型脑炎每年发病分别不到
10例、100多例；我省已连续21年保持无
脊髓灰质炎状态， 连续9年无白喉病例
发生。 2012年我省5岁以下儿童乙肝表
面抗原阳性率为0.81%， 避免了数以万
计的人遭受乙肝疾苦。

“疫苗接种率下降，引起传染病的
暴发流行，甚至是已经控制的传染病又
死灰复燃。 ”陈焱介绍，例如尼日利亚民
众不接种脊灰疫苗，不仅导致本国再次
出现脊灰流行，并且把脊灰病毒又传到
了19个已经没有脊灰的国家，导致这些
国家再度发生脊灰疫情。

国家推广的疫苗安全性
有保障

去年底，曾有媒体报道有婴儿注射
乙肝疫苗后出现重症和死亡病例。 陈焱
介绍，最终调查显示未发现疫苗在生产
和质量控制中存在问题，病例发生与接
种疫苗无关。 但受此影响，很多家长对
预防接种产生犹豫甚至恐慌心理。

“家长完全不用担心，现有国家免
疫规划推广的疫苗安全性是有保障
的。 ”陈焱介绍，从疫苗产品的注册管
理、监督检查、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到疫
苗批签发、经营质量管理规范，再到不
良反应报告和监测，我国建立了一系列
制度，确保疫苗安全质量“无缝”监管，

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认同。 2010年至
今，在全国收集的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
应病例报告中，经认定无一例为疫苗质
量所引起的。

省疾控中心主任李俊华表示，疫苗
在保护和增进儿童健康方面发挥了不
可替代的作用，疫苗接种总体上是安全
的。

省疾控中心副主任高立冬介绍，由
于疫苗的生物学特性和人体的个体差
异， 有少数接种者会发生不良反应，其
中绝大多数为一般反应， 如局部红肿、
疼痛、硬结等局部症状，或有发热、乏力
等全身症状， 可自愈或仅需一般处理。
乙肝疫苗发生过敏性休克的异常反应
只有百万分之一，脊灰疫苗的异常反应
发生率仅为百万分之0.4。 他特别强调，
接种疫苗之后一定要留观30分钟，一旦
出现异常可以及时抢救。

4类儿童不宜接种疫苗
为确保安全，高立冬提醒，急性疾

病、过敏体质、免疫功能不全、神经系统
疾患等4类儿童不适宜接种疫苗。

如果家长发现孩子正在发烧，特别
是发热在37.6℃以上者，或同时
伴有其它明显症状的儿童，应暂
缓接种疫苗。 此外，如果孩子处
于某种急性疾病的发病期或恢
复期，或处于某种慢性疾病的急

性发作期， 均应待孩子康复以后再接种
疫苗。

个别儿童有过敏体质， 容易被家长
忽视， 有过敏体质的儿童接种疫苗后偶
可引起过敏反应，发生不良反应。所谓过
敏体质，是指儿童反复接触某种物质，容
易发生机体过敏反应， 其中以过敏性皮
疹最为常见。 如果发现过去接种某种疫
苗曾发生严重过敏反应，应停止接种。

儿童免疫功能不全， 不仅预防接种
后效果较健康人差， 而且在接种活疫苗
时容易引起不良反应。 比较严重的免疫
功能不全包括免疫缺陷(例如无/低丙种
球蛋白血症)、白血病、淋巴瘤、恶性肿瘤
等。专家提醒家长，如果孩子容易反复发
生细菌或病毒感染， 感染后常常伴有发
热、皮疹及淋巴结肿大等症状，应怀疑存
在免疫功能不全的可能性， 接种疫苗时
需特别小心。

有神经系统疾患的人接种某些疫苗
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因此已确诊患有神
经系统疾患的儿童， 例如患有癫痫、脑
病、癔症、脑炎后遗症、抽搐或惊厥等疾
病，应在医生的指导下，谨慎接种疫苗。

专家特别提醒，在接种疫苗前，家长
需配合接种医生， 做好对儿童健康状况
的问诊和一般健康检查， 如实提供儿童
健康状况等， 以便接种医生正确掌握接
种的禁忌证。

疫苗接种安全吗

“我们都舍不得他”

身边的美丽
4月22日下午，湘雅三医院血液科病房，谭珊（左）刚打完点滴，就开始用电脑给学生

批改作业。 她即将大学毕业，之前在邵东县一完小当了半年见习老师，负责三年级和六
年级共6个班、460多人的英语教学。 今年2月，她不幸得了白血病到医院接受治疗。 但她
放不下孩子们。 从半个多月前开始，只要身体状况稍微好点，她就请指导老师将部分孩
子的作业拍成照片，从网上发过来批改，每天不少于1到2小时。 本报记者 田超 摄

女老师病房改作业

践行核心价值观 传递社会正能量
身边的感动———

进出口湘企知识产权
海关保护备案仅1.7%

� � � � �海关提醒：积极办理知识产权备案，
维护知识产权权利当事人权益

本报４月２３日讯（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黄勇华）由于缺乏
品牌竞争和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在我省仅有38家企业在海关
总署办理了知识产权备案， 占省内有实际进出口业务企业的
1.7%。 在4月26日世界知识产权保护日即将来临之际，长沙海
关呼吁省内企业，尤其是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点企业，积极向
海关总署申请备案，维护知识产权权利当事人权益。

今天上午， 长沙海关将日前查处的某国际知名品牌山寨
运动服转交给湖南省红十字会，用于社会公益事业。 据了解，
这批山寨运动服是从湘潭发往阿根廷的，数量为3800件，涉嫌
侵犯某品牌的知识产权， 被长沙海关在邮检现场查获。 据介
绍，2013年以来， 长沙海关共查获各类侵犯知识产权案件39
起，涉案物品（货物）4.2万件，总案值96万元，其中移交药监部
门案件33起。

长沙海关表示， 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是海关采取主动
保护措施的前提条件，有助于海关发现侵权货物，维护知识产
权权利当事人权益，并对侵权人产生震慑作用，促使其自觉地
尊重有关知识产权。 申请备案，可让企业学会利用国家知识产
权海关保护的法律法规来保护自己， 通过创新自主品牌增强
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

(紧接1版①)省发改委主任谢建辉说，“债贷组合”企业债效果较
好，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融资满足率高，通过债券筹集60%
资金、贷款筹集20%资金，加上企业自筹，实现了企业融资最大化，
并保障了建设资金的及时、足额到位。 二是开行担任综合融资协
调人，将债券资金统一纳入到银行贷款监管体系，把债务性风险
控制到最小。 三是“债贷组合”企业债发行利率，较同期同级别其
他城投债低25至50基点，降低了企业融资成本。 四是“债贷组合”
企业债的审批时间缩短1/3，明显快于其他类型债券。

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强调加快棚户区改造进
度。我省今年计划开展的城市棚改项目有572个，如何保障成本
适当、来源稳定的资金供给，成为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难题。国
开行湖南分行透露，下一步将与省发改委探讨推出“债（券）、贷
（款）、投（资）组合”等新产品，通过创新融资模式，继续为项目
建设提供资金保障。

(紧接1版②)平和堂东塘店负责人拿着一瓶蒲公英罗汉果饮料
仔细端详。 伊春新昊森都山特产品有限公司带来的32种产品
样品被抢购一空， 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他们刚与新一佳超
市负责人现场达成了5万元的样品订单合作意向， 其产品不
久将在新一佳所有超市全面上架， 预计有上百万元的交易量。

会后， 长沙、 伊春两市商务、 旅游部门负责人及零售、旅
行社等企业代表还举行了合作对接洽谈会。 双方围绕进一步
加强伊春旅游宣传推介、创新旅游产品、畅通农林产品购销渠
道等内容，进行了深入探讨，并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据了解，伊春地处黑龙江省东北部小兴安岭腹地，与俄罗
斯隔江相望，是中国最大的森林城市，森林覆盖率高达86.5%，
平均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达2.7万个， 是大都市的500至
1000倍，被誉为“中国林都，红松故乡”、“绿色伊春，森林氧
吧”。 依托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伊春近年来把森林食品、生态
旅游作为引擎产业突出发展，形成了林菌、林药、林果、林畜等
多条特色产业链，以“春赏花、夏避暑、秋观景、冬玩雪”为主题
的森林生态旅游也日益火爆。

(紧接1版③)预计24日至26日省内将迎来一次强降水天气过程，
其中湘中以北局部暴雨， 并伴有雷暴、 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
天气； 27日开始全省自北向南天气转好， 气温回升。

按照省气象台的说法，24日迎来的这场雨将是入汛以来最
强的。 雨水汹涌，大家出行要特别注意安全。 气象部门还提醒，
谨防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和城市渍涝，农民朋友应
预防强降水及强对流天气对春播生产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