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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烟，需要多些“温柔推动”
毛建国

5月31日是第27个世界无烟日。 为了宣传禁烟理念， 倡导
文明习惯， 5月25日， 全国道德模范、 岳阳市禁烟志愿者协会
会长李国武推出禁烟妙招： 凡捡到31个烟蒂即可换1个鸡蛋，
多捡多换， 数量不限。 （5月28日 《湖南日报》）

“烟蒂换鸡蛋”，只是一个小创意，然而创意虽小，意义却大。
据悉，今年3月，李国武在临湘市羊楼司镇尖山村创办了全国首
家乡村禁烟展示馆。馆内至今仍在展示志愿者耗时半年、捡拾来
的100余公斤、36万多个烟蒂。以往志愿者出于公益责任禁烟，尚
且能有如此的热情，如今有了物质激励，禁烟效果应该会更好。

诚实地讲， 当前的禁烟形势已经越来越严峻。 “世界无烟
日” 前夕， 我省对全省62家三级医院的控烟工作情况进行了暗
访检查， 结果令人担忧： 仅6家医院控烟工作做得较好， 26家
医院不及格。 此外， 长沙市疾控中心近日也发布了2013年针对
千名学生吸烟相关行为的调查结果： 37.4%的接受调查高中生
尝试过吸烟行为， 且约一成的被调查对象在6至9岁就开始尝试
吸烟。 由此可见， 控烟、 禁烟工作任重而道远。

不可否认 ， 现在很多人的禁烟行动 ， 还停留在坐而论
“烟” 上， 嘴上说得动听， 自己抽起烟来还是烟雾缭绕、 旁若
无人。 一些人对于公共场所的抽烟行为， 也是 “看客心态”：
或是哀己不幸地长叹， 或是怒其不争地吐槽。

每个人是环境的享有者，同样是环境的维护者。如果每个人
都能有主人翁意识，把“公地”视作“客厅”，通过自己的改变影响
身边的人、环境，整个社会的禁烟态势肯定能够改观。

可贵的是， “烟蒂换鸡蛋” 就是一种 “温柔推动”。 这一
创意活动来自民间， 没有站在道德高地简单地谴责， 而是以文
明的方式推动文明， 更容易触及灵魂。 如果在戒烟上有更多的
组织和个人站出来， “有钱的出钱、 有力的出力”， 设计更多
的柔性创意活动， 相信我省的禁烟行动氛围和工作成效， 都会
有一个大的提升。

湖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16号)
湖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

额为774名。湖南省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
八次会议时，实有代表767名。此后，由株洲
市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省人大代表傅
维生辞去代表职务,其代表资格依法终止。

现在， 湖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实有代表766名。

特此公告。
湖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4年5月29日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2014年
省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

（2014年5月29日湖南省第十二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湖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
听取了省财政厅厅长郑建新受省人民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
2014年我省地方政府债券资金安排及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
案）的报告》，审查了省人民政府提出的2014年省级预算调整
方案（草案），同意省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在审查报
告中提出的建议。会议决定，批准2014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
（2014年5月29日湖南省第十二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任命：
雷健为衡阳铁路运输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 万飞为

衡阳铁路运输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 陈明灿为衡阳铁路
运输法院审判监督庭副庭长； 刘庆伟为衡阳铁路运输法院
审判员；兰文勇为衡阳铁路运输法院审判员；廖欢为衡阳铁
路运输法院审判员；许晶为衡阳铁路运输法院审判员。

免去：
张明松的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本报5月29日讯 （记者 刘文韬 通
讯员 向健生） 今天下午， 省十二届人
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分组审议了省人
民政府关于全省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情
况的报告。 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在
审议时认为， 我省作为农业大省， 加
强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尤为重要。 必须
进一步加大资金投入， 建立和完善管
护体制机制， 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

报告提到， 2011年以来， 全省累
计投入农田水利建设资金217.9亿元，
新增、 恢复和改善灌溉面积781万亩，

新增粮食生产能力231万吨。 特别是在
去年遭遇严重旱情的情况下， 我省项
目区农田灌溉得到保障， 粮食生产好
于预期。

但因历史欠账多， 工程年久失修，
我省小型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仍十分薄
弱。 据统计， 全省166万处塘坝实际蓄
水能力仅为原有的60%， 14.2万公里小
型渠道衬砌率仅15%， 5万多处泵站已
实施改造不足3%。 同时， 部分工程建
设规划设计不合理， 工程建后管护难
度较大。 如隆回县700余座电灌站近

60%没有专门管理人员， 汉寿县一年
就有13个乡镇31处电排变压器铜芯被
盗。

审议中， 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
认为， 小型农田水利建设事关农业增
效、 农民增收， 必须将之作为区域经
济发展的重要内容进行谋划和推进。
要建立健全农田水利投入稳定增长机
制， 省市县三级财政要逐年增加投入，
确保投入的总量和增幅均有明显提高。
同时， 积极筹集农田水利建设资金，
充分整合涉农项目和资金， 并积极引

导社会资金、 金融资本投向小型农田
水利建设。 扎实推进小型农田水利工
程产权改革， 逐步完善管护责任体系，
以县为单位对辖区内小型农田水利设
施登记造册、 建立档案， 逐个明确管
护单位和具体责任人， 并鼓励专业大
户、 家庭农场、 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成为建设和管护主体。 应
加强资金使用管理， 做到专户专款专
用， 并在项目所在地公示资金拨付和
使用情况， 切实增强资金使用透明度，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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