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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4月27日讯 （记者 徐亚平 徐
典波） 岳阳市岳阳楼区滨湖村老党员敖中林
近日86岁生日，家人一起吃了个生日蛋糕，代
替了原先流行乡里的寿宴， 引来邻里好评。
“以前， 村里所有的红白喜事都大操大办；现
在乡风淳朴了，‘无事酒’也绝迹了。”今天，滨
湖村党支部副书记胡亚兵给记者算了一笔
账，自从村里出台《婚丧喜庆禁令》后，村民每
户每年平均节省5000元人情开支，刹住了人
情歪风，树起了文明新风。

去年5月，岳阳市启动“刹歪风、治陋
习、树新风”专项行动，结合美丽乡村建设
统筹推进。重点落实“婚事新办、丧事简办、

其他不办”，同时推进殡葬改革和村容村貌
整治，并设定示范先行、分步实施、以点带
面的“路线图”。市民政局、市纪委联合打造
74个示范乡镇、1212个示范村（社区）；制定
了《社区社会组织登记暂行办法》，在村（社
区）实现红白理事会全覆盖；指导各地制定
婚丧事项操办章程，建立举报奖励制度，构
建了“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监督”的村
民自治格局。

岳阳市将专项行动作为“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和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 打出纠偏
治陋树新风“组合拳”。突出党员干部、公职人
员、“两代表一委员”和非公企业主带头示范，

以“关键少数”引导“绝大多数”。各基层党组织
把专项行动纳入党员主题活动和党员评议考
核内容。 各级民政部门配合纪检监察部门开展
整治行动， 查办违纪案件70件， 组织处理242
人，纪律处理54人。去年来，该市累计实行丧事
简办1.08万余起，劝导不办“无事酒”近3万起，
为群众减少婚丧等人情负担近20亿元。

为共建共治强实效， 该市各级党委政府将
专项行动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机结合。 坚持把殡
葬改革作为“突破口”，累计建成农村公益性公
墓117个。岳阳市政府出台史上最严“禁炮令”，
中心城区殡仪服务场所全面禁炮， 全市80%的
乡镇实现无炮治丧。

湖南日报4月27日讯 （记者 周小雷）
“利用住宅作为私房菜馆、 棋牌室是否可
行？”“物业管理企业公示业主拖欠物业管
理费信息是否合理？”……今天上午，省人
大法制委、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长沙召
开《湖南省物业管理条例(草案)》立法听证
会，听证陈述人代表围绕6大议题，进行了
热烈探讨辩论。

本次听证会由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
任委员王刚主持，省人大法制委、省人大
常委会法工委、省人大环资委、省政府法
制办、省住建厅有关负责人作为听证人出
席听证会。来自业主、物业服务企业、行政
管理单位以及专家学者方面的16名听证
陈述人围绕听证问题，充分发表了意见。

物业管理涉及千家万户，与人民群众
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自1994年长沙市第
一家物业服务企业成立以来，湖南物业服
务行业20多年来实现了快速发展，行业规
模迅速壮大。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

我省物业管理领域的情况日益复杂， 业主
对物业服务的要求不断提高， 许多新情况
新问题也逐渐显现， 尤其是在平等保障业
主和物业服务企业权益、 发挥业主大会和
业主委员会作用以及监督物业服务企业行
为等方面，需要通过制定《湖南省物业管理
条例》加以进一步规范。

社会各界对《湖南省物业管理条例》立
法工作高度关注，本次听证会公告以后，共
有118人踊跃报名要求参加听证会。由于人
数限制， 听证机构从没有被确定为陈述人
的报名者中邀请30人旁听了本次听证会。

听证会上，气氛热烈。16位听证陈述人
就业主代表会议、物业管理区域划分、禁止
擅自利用住宅作为经营服务场所等6方面
热点难点问题各抒己见，开展辩论。

省人大法制委员会表示， 将对听证会
的意见进行认真整理研究，制作听证报告，
将其作为审议、修改《湖南省物业管理条例
(草案)》的重要依据。

湖南日报4月27日讯 （记者 王晗 李国
斌 通讯员 杨哲）遭遇追尾、刮擦事故，误人
又误事。 记者今天从长沙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了解到， 为进一步方便市民快速处理交通事
故， 微信处理交通事故快撤直赔服务已正式
上线。今后遇到轻微交通事故，一台手机就能
在线定责、定损、理赔，无需再去理赔点排队
等待。

2016年9月1日，长沙公安交警微信平台
启动交通事故远程定责业务。 由于微信定责
步骤过多，信息输入不便捷，至2018年3月31
日，平均每天仅处理4.5起交通事故。为此，长
沙交警联合湖南省保险行业协会推出微信处
理交通事故快撤直赔新服务， 最大限度简化
操作步骤，并于4月25日正式上线。

据悉，发生在长沙城市道路范围内、适
用快处快赔的无人员伤亡的轻微事故，事
故双方当事人可通过微信上传事故信息和
照片；民警通过微信平台与当事人互动 (进
行相关信息确认 )， 快速在线判定事故责
任，并通过微信平台快速下达电子版的《交
通事故认定书》，同步推送给事故当事人及
相关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根据远程定责信
息，及时联系当事人，配合完成定损理赔。
当事人可根据保险公司推送的汽车修理企
业信息， 直接到保险公司签约汽修企业完
成定损理赔， 双方当事人无需再开车到快
处快赔服务点处理。

湖南日报4月27日讯 （记者 龙文泱 通
讯员 银铮铮）昨晚，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
新编大型传统花鼓戏《蔡坤山耕田》在湖南戏
曲演出中心首演。现场座无虚席，俏皮的台词
逗得观众不时发笑，深刻的主题引人深思。

经典花鼓小戏《蔡坤山耕田》是花鼓戏舞
台上久演不衰的故事。 新编作品由著名编剧
吴傲君担任编剧，著名导演韩剑英执导，青年
演员朱贵兵、梅花奖获得者叶红、文华奖获得
者宋谷、花鼓戏艺术家田既安、任寿云主演。

相较于传统小戏版本， 新编《蔡坤山耕
田》 的内容大大丰富， 由原来的1场增加至6
场。农民蔡坤山夫妇无意中帮助了当朝皇帝，

当地的胡知县知道后，对蔡坤山言听计从，以
图升迁。蔡坤山的主意造福了百姓，皇帝欲罢
免胡知县，任命蔡坤山为知县。蔡坤山认为他
只是耕田的料，坚决不接受。最后，皇帝保留
了胡知县的官位，告诫他：“做官休问荣枯事，
多察民间疾苦情。”

剧本保留了蔡坤山幽默风趣、口恶心善
的性格特点，在主题立意上切合时代主旋律，
进一步丰富了主要人物的形象，加强了故事
的完整性，集中展现了湖南农民不怕事、重情
义、有担当的精神。

据悉， 该剧还将于4月27日、4月30日、5
月1日晚在湖南戏曲演出中心演出。

岳阳移风易俗引领社会新风，去年来

为群众减少人情负担近20亿元

湖南日报4月27日讯(记者 蒋睿 通讯
员 祁兵 朱哲涵) 记者今天从湘潭城发集
团了解到， 湘潭窑湾历史文化街区一期将
于6月18日正式开门迎客。

窑湾项目位于湘潭城区西南部，东
至新马路，西至杨梅洲大桥，北至十万垄
大堤， 南至湘江边缘。 项目总建筑面积
158870平方米， 其中新建面积137100平
方米，保留修缮面积20120平方米，保护
建筑1650平方米， 总投资12.48亿元。项
目一期启动区域为望衡亭至潭宝汽车站
段。

作为湘潭市“千里湘江第一湾”重点打

造的项目，窑湾历史文化街区分为“一心一
轴四片区”， 即形成以潭宝汽车站为中心，
窑湾老街为轴线， 辅以历史文化、 商业民
俗、休闲娱乐、高档居住及湿地公园等4个
片区的功能布局。 建成后， 将形成一条以
“故事建筑、城市记忆、湖湘特色、山江渔
洲”为主题的历史文化商业街区。

目前，窑湾历史文化街区项目一期已
基本完工，正在进行扫尾和竣工验收工作。
湘潭城发集团资产公司已启动项目招商
运营工作， 已储备意向商家约1000户，计
划引进国内一流的专业团队来招商运营，
当前正在开展对接洽谈。

窑湾历史文化街区6月开街

新编花鼓戏《蔡坤山耕田》首演长沙交警
推出微信“快撤直赔”

一台手机
在线定责理赔

聚焦6大议题探讨辩论
物业管理条例草案立法听证会举行

湖南日报4月27日讯 （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向娜 梁力晖）塞拉利昂当地时间4
月26日下午，中塞友好医院汉语教学中心
正式揭牌， 中国驻塞拉利昂大使吴鹏及塞
拉利昂卫生部首席医疗官卡尔博博士出
席。 此次活动由中塞友好医院及中国（湖
南）第19批援塞拉利昂医疗队承办，塞拉
利昂孔子学院协办。

中塞友好医院是中国援塞医疗队驻扎
的当地医院， 工作在该院的当地护士在与
中国医疗队多年的合作中接触到了汉语，

并有着学习和使用汉语的需求。十几年来，
中国对塞拉利昂的医疗援助逐年递增，当
地的医疗工作者也得到了更多去中国学习
的机会， 越来越多的当地医务工作者对中
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据了解，该中心
是塞拉利昂当地第10个汉语教学点，此项
活动是中国（湖南）第19批援塞拉利昂医疗
队拓展援外工作的新思路、新举措，它将为
中塞友好医院的当地医护人员创造更好的
汉语学习环境， 为中塞友谊发展起到进一
步的推动作用。

中塞友好医院汉语教学中心揭牌

4月26日晚，演员在表演新编大型传统花鼓戏《蔡坤山耕田》。 傅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