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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 时评
电子邮箱：hnrbxwplb@163.com

要闻 ２０13年12月15日 星期日2
湘潭市 大雨 4℃～7℃
株洲市 中雨转中到大雨 4℃～9℃
永州市 中到大雨 4℃～9℃

长沙市 今天中雨，明天中雨
北风 3 级 4℃～8℃

张家界 小到中雨转小雨 5℃～10℃

吉首市 中雨转小雨 3℃～5℃
常德市 中雨转小雨 5℃～8℃
益阳市 小到中雨 5℃～10℃

怀化市 小雨 3℃～8℃
娄底市 中雨 4℃～9℃
邵阳市 中雨 3℃～7℃

衡阳市 中到大雨 5℃～9℃
郴州市 大雨 5℃～9℃
岳阳市 中雨转小到中雨 5℃～11℃

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整改进行时

本报12月14日讯 （记者 邓晶琎 ）
潭邵高速的水府庙服务区近期停业了。
原来， 在省交通运输厅组织的两次暗访
考核中， 该服务区均排名最后5名之列，
被责令停业整顿。

在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以来， 省交通运输厅根据群众普遍
反映的高速公路服务区存在“脏、

乱、 差” 现象， 对服务区经营环境和
管理出台了考核制度， 并展开了专项
治理。

8月， 省交通运输厅委托省统计局
民调中心， 对67.5对服务区进行第一次
暗访检查。 检查内容包括公共厕所、 垃
圾、 价格及质量等11项管理服务水平，
并根据相应标准进行打分排名。 9月，

对暗访结果进行了曝光， 排名后5名的
常宁、 临武、 永州、 莽山、 水府庙服务
区被通报批评， 并责令整改。

10月， 民调中心对全省65.5对服务
区和8对停车区进行了第二次暗访检查。
经检查， 服务区平均得分比首次检查提
高了46.07分， 服务区“脏、 乱、 差” 现
象得到明显改善。 后5名的雁城、 芷江、

水府庙、 洞口和衡山服务区被通报批
评。 水府庙服务区因连续两次暗访考核
不合格， 被责令停业整顿， 需经验收合
格后方可营业。

省交通运输厅介绍， 年底前还将组
织第三次暗访检查， 对停业整顿1个月
后仍整改不到位的服务区将视情况依法
收回其经营权。

省公安厅
问题、意见：少数公安机关基层办案

部门存在有警不接、接警不处、有案不受
（立）、有案不查等执法问题。

整改事项：大力推进警务公开，严格
执法监督管理。

整改措施：
1、严格落实公安部“十九项便民服

务措施”和全省公安部门“为民服务十五
项承诺”，进一步加强警风警纪建设。

2、推广应用“湖南阳光警务执法办
案查询系统”，适时向社会公布案件办理
情况，及时受理、解决案件当事人和家属
的投诉。

3、加大对执法不作为等突出问题的
整治力度， 进一步提升公安机关执法公
信力。

4、积极创造条件，逐步解决基层警
力不足的问题。

完成时限：2013年12月前开通执法
办案查询系统，坚持长期抓落实。

责任人：胡旭曦
监督方式： 可通过湘警网（www.

hnga.gov.cn）湖南阳光警务执法办案查
询系统“案件投诉”进行监督。

省公安厅交警总队
问题、意见：机动车驾驶证考试管理

欠规范。
整改事项： 规范机动车驾驶证考试

管理。
整改措施：
1、修订《全省机动车和驾驶人管理

岗位责任追究办法》和《湖南省机动车驾
驶人考试员资格管理工作细则》，制定出
台《驾考执法六条铁规》，依法依规严肃
查处考试员及工作人员内外勾结牟取利
益等违规行为。

2、规范驾校管理，对驾校及其工作
人员教唆、协助考生作弊、替考或以贿考
名义骗取学员钱财的， 一律停止受理其
考试申请和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情节严
重构成犯罪的，坚决追究刑事责任。

3、加快推进机动车驾驶人考试监管
系统建设， 严禁为驾校或考试设备生产
企业人员设置操作权限。

4、高度重视媒体曝光、群众举报等
线索，对举报的问题一查到底，严格追究
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责任。

完成时限：2013年12月前制定出台
相关制度规定，坚持长期抓落实。

责任人：杨能
监督电话：12122

省广播电影电视局
问题、 意见： 少数广电节目内容低

俗，广告过多过滥，部分农村偏远地区收
听收看质量不高。

整改事项：实施荧屏净化工程，加大
无线数字电视发展整治力度。

整改措施：
1、认真制定和落实新的广电宣传管

理制度，加强广电宣传管理与指导，促使
广电节目质量、品位进一步提升。

2、加大对涉性、虚假广告的监管，严
格查处违规广告。

3、抓好全省无线数字电视无序发展
整治，确保老百姓的收听收视权益。

完成时限：2014年3月前完成专项整
治工作任务，坚持长期抓好各项措施落实。

责任人：杨金鸢
监督电话：0731-84801000

省国土资源厅
问题、意见：农民建房规划选址布局

不合理，以及审批涉及部门多、程序复杂、
审批时间长，存在收费罚款乱等问题。

整改事项： 加强和规范农村宅基地
管理。

整改措施：
1、出台《关于规范和改进宅基地管理

的若干意见》，严格执行“一户一宅”规定，
严格宅基地面积标准及宅基地申请条件。

2、切实发挥规划的控制和引导作用，鼓
励利用存量建设用地建房， 不占或少占耕
地，引导适度集中建房，科学防范地质灾害。

3、调整规范审批权限与方式，将宅
基地审批权下放至县级人民政府， 并优
化用地计划管理和耕地占补平衡管理。
禁止各级国土资源部门在宅基地审批过
程中违规收取行政事业性、服务性费用。

4、 加强市级监管和执法监察力度，
充分发挥乡、村、组等基层组织作用。

完成时限：2013年12月前制定出台
具体政策措施，坚持长期抓落实。

责任人：颜学毛
监督电话：0731-89991133

� � � �（本报记者 何淼玲 整理）

苑广阔

在湘潭大学， 有一对
特别不一样的夫妻： 妻子
李时华是学校的经济学副
教授， 丈夫刘卫东在最靠
近妻子的地方摆了个小
摊， 专卖红豆饼。 并非丈
夫胸无大志， 如此坚持 ，
只是为了守护妻子的生
命。 而在此前 ， 他用9年
的坚持帮助妻子完成了从
一名中专生到博士的人生
飞跃； 如今， 他依旧用男
人的坚强与担当将羸弱的
妻子置于自己的臂膀之
上， 让她在经历生死考验
后依旧能幸福地追寻自己
的梦想。 （12月10日 《华
声在线》）

小贩配教授的爱情
故事 ， 堪称是一段 “爱
情童话”。

但 “童话 ” 的背后 ，
却有着外人难以承受的
沉重与苦涩———作为大
学副教授的妻子 ， 因为
罹患鼻咽癌而让这个家
庭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
担 ， 可是作为丈夫 ， 不
但顶着经济压力坚持把
妻子送进当地最好的医
院接受治疗 ， 而且数年
如一日陪着妻子吃没有
滋味的水煮青菜。

刘卫东与李时华的
爱情故事 ， 在这个动辄
“我又相信爱情了 ” 的年

代， 无疑是最应该让人相
信爱情的。 他们曲折但坚
韧的爱情故事里， 有很多
值得现代人借鉴与学习的
东西。 先是丈夫忍受着周
围人的闲言碎语， 依然挑
起整个家庭的重担， 支持
妻子外出求学， 这一走就
是9年 。 而妻子在完成博
士学业、 被聘为大学副教
授并留校任教后， 便把丈
夫和孩子接到了身边。 这
种感恩与回馈意识， 无疑
是他们的感情和家庭能够
得以维持的基石。

忠贞不渝的爱情， 需
要一份信任 、 宽容 、 理
解 ， 需要一种牺牲 、 责
任。 而这些都能在刘卫东
和李时华夫妇身上找到 。
如果没有彼此之间的信任
与宽容， 丈夫就不会放手
让妻子去读书， 妻子也就
不会取得今天学业上的巨
大成就； 如果没有彼此之
间的牺牲与责任， 丈夫也
不会在妻子罹患重病之后
任劳任怨， 一个人承受着
如此的生活重担， 维持着
家庭的不倒。

“相信爱情” 是一句
很媚俗的话， 但这则 “教
授配小贩 ” 的爱情童话 ，
能激励我们发自内心的
“相信爱情”。 但愿他们的
爱情与婚姻故事， 能让旁
观者有所思， 有所感， 有
所觉悟， 有所承担。

本 报 12 月 14 日 讯
（记者 于振宇 ） 今天下
午， 中国少年先锋队湖南
省第六次代表大会圆满完
成各项议程， 胜利闭幕。
副省长李友志致闭幕词。

李友志在致词中表
示， 希望广大少年儿童朋
友们勤奋学习、 快乐生
活， 从小树立远大理想，
培养过硬本领， 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做好全面准备； 广大少先
队辅导员和少年儿童工作
者要继续发扬甘为人梯的
精神， 为少年儿童事业的
蓬勃发展作出更大的贡
献； 全省各级教育部门、
少先队组织要敏锐把握少
年儿童身心发展特点， 坚
持把少先队工作纳入教育
发展规划的总体布局， 切
实帮助解决少先队工作面
临的各种问题， 为孩子们
提供更加安全、 健康、 和
谐的成长环境， 促进形成
全社会都来关爱少年儿童

的良好氛围， 建设充满快
乐、 友爱和温暖的少先队
集体。

会议审议通过了省第
五届少工委工作报告， 选
举产生了省第六届少工
委。 副省长李友志被推选
为省少工委名誉主任， 团
省委副书记廖良辉、 省教
育厅副厅长葛建中当选为
省少工委主任， 陈艳英等
26名同志当选为少工委
副主任。

据了解， 5年来， 全
省少工委共筹资3.4亿元，
援建希望小学174所， 资
助贫困学生47125名； 募
集救助资金500余万， 救
助了266名贫困疾患少年
儿童； 全省共有24个少先
队集体、 23名少先队辅导
员和24名少先队员分别
被团中央、 教育部、 全国
少工委评为“全国优秀少
先队集体”、 “全国优秀
少先队辅导员” 和“全国
优秀少先队员”。

交通运输厅 暗访曝光整改高速服务区

第一批活动单位整改措施公布②

小贩配教授背后的
“爱情童话”

本报12月14日讯 （记者 王晗 ）
2014年长沙市经济工作务虚会用1
天半的时间观摩点评各个重点工
程建设后， 今天下午， 省委常委、
长沙市委书记易炼红在会上作总
结讲话时强调， 全市上下深入贯
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以项目为
抓手推进转型创新发展， 决不让
长沙输在新一轮改革的起跑线上。
副省长、 长沙市委副书记、 市长
张剑飞出席。

从项目工地回到会场， 与会
人员收获了信心， 也感受到压力。
“大家有话则长、 无话则短， 我们
更愿意听到尖锐、 直白的意见，
直言不讳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易炼红的开场白为会议定下了基
调。 从深化审批制度改革到避免
园区同质化竞争， 从加大拆违整
治力度到严查索拿卡要， 与会人
员直切问题要害， 没有空话套话，
讲的都是“干货”。

易炼红说， 党的十八届三中
全会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
转型创新是新一轮发展的鲜明特
点， 谁转得快， 谁就能占得先机、
赢得主动。 长沙要积极争当转型
创新发展的先行者， 勇于直面、
理性应对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和挑
战， 找准目标定位， 聚焦关键领
域， 全力打好深化改革的主动仗。

易炼红强调， 全市各级各部
门要做好明年的经济工作， 必须
坚持稳中求进、 新中求进、 好中
求进， 以加快转方式为主线， 以
全面深化改革和加快创新发展为
动力， 以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
平为保障， 着力推进经济形态、
产业结构、 增长模式、 城乡建设、
社会治理的转型创新， 推动经济
更有效率、 更加公平、 更可持续
发展， 以率先建成“三市”， 强力
实施“三倍”， 加快实现现代化的
显著成效， 大步践行“六个走在
前列”。

长沙经济工作务虚会很“务实”
以项目为抓手

推进转型创新发展
省第六次少代会闭幕

12月14日， 湖南省首届普通高校音乐舞蹈本科专业学生技能比赛在湖南涉外经济学院举行。
经过层层角逐， 省内18所高校的160名学生参加了决赛。 本报记者 刘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