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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人卫

如果不是 “老晏” 的突然病倒， 可能
很多人都不知道， 这个城市里还有一群为
了市民安危从无闲暇时刻的人。

10月9日， 《长沙晚报》 刊发了长沙
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陈泽珲撰写的 《为
“老晏” 点赞》， 吸引了众多人的关注。 一
位常务副市长在市委机关报上为部下点
赞， 还讲得那么真切动人， 本身就是一件
特别的事。 这个老晏究竟是谁？ 副市长为

何要为他点赞？
老晏原名晏兴辉， 今年58岁， 长沙市

应急办原主任， 常年带病熬夜工作， 协调
处理众多突发事件， 几个月前突发疾病病
倒在岗位上。

应急办位不高权不重， 但背负着一份
特别重大的责任。 城市所有的急难险重，
需要最先面对的永远是他们。 20多年来，
老晏就如同坐在 “火山口”， 应急的那根
“弦” 绷得紧而又紧。

谁不想下班就关掉手机， 远离工作享

受生活？ 谁不想逢年过节能放轻松， 家人
团聚共叙天伦？ 但对于老晏以及应急办的
所有同志来说， 这些简单的快乐几乎是奢
侈品。 越是休闲时刻， 越是节假日， 他们
需要面对的应急调度就越多。 每处理一次
险情， 每完成一次应急， 都是对身心的一
次煎熬。

老晏用半辈子的时间为长沙应急， 却
从未为自己应急过。 一年365天， 他每天
24小时待命， 每晚12时以后休息。 今年3
月2日， 由于过度劳累突发脑溢血， 昏倒

在工作岗位上。
老晏是一名公仆， 更是一名战士， 他

随时要应对洪灾、 火灾、 暴雨等城市急难
险重。 他在20多年的应急岗位上一以贯之
的， 是敬业、 拼搏、 无私奉献的精神； 他
的身体累垮了， 永远垮不了的， 是他身上
共产党员的本色。

老晏是我们身边的普通人， 他的事迹
平凡无奇， 却感人至深。 他是生活在我们
身边最可亲 、 可敬 、 可学的人 。 严以修
身、 严以用权、 严以律己， 他用自己的职
业素养为我们诠释了责任担当 ； 谋事要
实、 创业要实、 做人要实， 他用他的言行
举止， 为我们树立了模范标杆。

我们期待老晏早日康复， 同时， 也希
望有更多 “老晏” 们扛起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大旗， 为我们引领时代精神。

解决 “最后一公里 ”
的问题。 路程上， 要通过
科学 、 合理布置流通网
点 ， 构建以村为配送点 、
乡 （镇 ） 为配送站 、 市
（县 ） 为配送中心的农村
现代流通服务网络体系 ；
信息上 ， 要通过 “互联
网+流通 ” 的思维方式 ，
加快农村信息化建设； 人
才上， 开展物流专业人才
培养、 农业物流人员的再
教育。

解决买不难、 卖仍难
的问题 。 一是抱团发展 ，
形成产业规模优势。 实践
证明， 单靠分散农户很难
实现与大市场、 大流通的
对接。 我们可以利用农村
合作经济组织的优势， 把
分散的、 小规模的农户有
效组织起来， 形成产业规
模， 盘活农村流通， 保护
农民利益。 二是转变发展
方式 ， 大力开展精深加

工。 可以着眼于本地和附
近的资源优势， 发展农产
品加工企业。

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
题。 一是继续深入开展电
子商务与物流快递协同试
点； 二是加强流通行业统
计 ， 做好行业分析评价 ，
科学引导行业发展。

解决鲜活农产品流通
难的问题。 大力发展冷链
物流； 引导各类投资主体
投资建设和改造农产品批
发市场和农贸市场、 菜市
场 、 社区菜店 、 生鲜超
市、 平价商店等鲜活农产
品零售网点； 扶持培育一
批大型鲜活农产品流通企
业 、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 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
他 农 业 合 作 经 济 组 织 ，
促其做大做强 ； 鼓励流
通企业跨地区兼并重组
和投资合作， 提高产业集
中度。

解决可再生资源的充
分回收利用问题。 充分发
挥供销合作社网点设施和
经营优势， 提质升级现有
经营网点， 建设布局合理
的交易集散中心， 逐步规
范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网
络； 通过联合合作， 吸引
社会资本， 共同开发建设
再生资源回收网络； 对网
点空白地区， 积极吸收社
会力量建设网点设施， 统
一标牌标识、 统一装修门
店、 统一规范管理， 扩大
服务项， 扩大覆盖面。

邓政

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如火如荼开展之际，
我省又部署安排领导干部“进村入户、访困问需、访贫
问计”活动。 这项活动，将为三湘大地破解扶贫工作现
实难题、进一步加强机关作风建设加一脚“猛油”。

不容否认，当前极少数党员干部习惯以“上网”代
替“上门”，以“电话”代替“谈话”，重视进“家门”，忽视
进“心门”。党员干部存在的价值在于为民谋福祉。搞好
“一进二访”活动，关键要走进民心，把“三严三实”内化
于心，外化于行。

走进民心首在结穷亲。 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负
责同志要率先垂范，进村入户，与困难群众“结穷亲”，扶
真贫、解真困，为贫困地区“出点子”，真扶贫，真解困。

走进民心重在知民需。当前，社会治理面临许多新
情况和新问题。 比如，征地拆迁、国企改制、环境污染、
劳资纠纷、 涉法涉诉等矛盾易发多发； 扶贫攻坚任务
重；流动人口管理难度大；虚拟社会监管任务日益繁重
等。解决这些问题，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定期进村入户了
解群众的生活、生产，搞清楚老百姓缺什么、想什么、要
什么，问计于民、问需于民。

走进民心贵在解民难。 要保证“一进二访”不流于
形式，不走过场，党员干部就要像焦裕禄同志那样，“在
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面前”；要像谷文昌同志
那样，“只要对百姓有利的事， 哪怕排除万难也要做
到”。 着力解决看病贵、上学难等问题，真正把“三严三
实”落到惠民生上。

走进民心才能赢得喝彩。党员干部只有深入民间，
用“辛苦指数”换群众的“幸福指数”，才能赢得群众的
认可和支持。

王传涛

财政部 、 国家发改委日前发布
通知称， 自2015年11月1日起， 在全
国统一取消和暂停征收37项行政事业
性收费， 以及自2016年1月1日起， 取
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所属公
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收取的人才
集体户口管理服务费 (包括经营服务
性质的收费)。

政府此番取消和停征了38项行政
事业性收费， 涉及15个部门， 每年可

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约36亿元， 这毫
无疑问是件大好事。

首先 ， 这是实实在在的减负行
为 ， 既包括对公民个人的减负 ， 也
包括对企事业单位的减负 。 尤其对
企业而言 ， 还可能因降低经营成本
而助推企业发展 ， 以更好地适应经
济发展 “新常态”。

站在政府角度讲，减少行政事业
性收费更是直接体现了十八大以来
中央政府的简政放权改革理念。 据了
解，十八大以来 ，政府已经取消或免

征了行政事业性收费超过400项，为企
业和个人减轻负担超过千亿元。

减少行政事业性收 费 的 数 量 ，
符合服务型政府的本质要求， 体现
了现代政府、 阳光政府的基本税费理
念。

政府减少收费项目， 无疑能够更
好地放手市场经济， 尊重市场规律，
更好地激发市场活力和老百姓的创
造力 ，继而促进 “大众创业 万众创
新”， 进一步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
发展。

又到一年蟹肥时， 各地海鲜市场人
头攒动。 然而， 最近却有宁波读者向媒
体反映 ： “我妈从市场买回两只青蟹 ，
绳子竟长达30米 ”。 西安市场也不 “示
弱”， 出现超级捆蟹绳： 螃蟹7两重， 绳
子近6两。

这卖的是绳还是蟹？ 从注水猪肉到
水果包装箱灌入水泥， 从大包装礼品盒
再到如今的 “长绳绑蟹” ……这种行为
不单是过度包装的问题， 已经涉嫌欺骗
消费者了。

产品的市场出路， 终究还是以质取
胜。 面对类似乱象， 商家当自律， 监管
者更当用心尽力。

文/欧阳金雨 图/焦海洋

新声

解决好经济新常态下
农村流通难题
省供销总社副主任 李云才

农村商品流通是我国“十二五”规划中提出
的推进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构建新型工农城乡
关系，缩小城乡差别的重大战略举措。 在新的经
济常态下，农村流通要着力解决五大问题。

李云才 通讯员 摄

唱响中国梦

再为“老晏”点赞

“一进二访”
重在走进民心

取消38项收费，体现阳光政府理念

■新闻漫画

卖绳还是卖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