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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网透露，“网络问政”已

在各地形成燎原之势： 各级官员与

网民“零距离”接触，把上网、用网落

实为一项基本的工作要求，把“上网

交心下网服务”、“网上问题网下解

决”作为一种工作常态。而数以亿计

的中国网民， 也把上网交流作为自

己关注社会、表达诉求、反映社情民

意、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方式。

网意通则民意顺。这种现象，无疑令

人喜悦。

“知政失者在草野，知屋漏者在

宇下”。最能了解政府的是民众，最有

资格评价政府的也是民众。我们欣喜

地看到，官员们已经把网络作为收集

民意、广开言路、问计于民的好途径，

针对网民意见及时做出批示，责成有

关部门迅速处理， 定期组

织网民座谈。 这些充分表

明， 广大领导干部已经适

应网民这个参政议政的特

殊群体， 能够把网民作为

一个平等、 开放的主体与

之对话， 充分体现了对网

民的尊重。 这是执政理念

的转变， 这是执政方式的

变化，是与时俱进的表现。

当然，在重视利用网络的同时，

我们也不能忽视网络的复杂性。意

见良莠不齐，情绪化言论较多等等，

这的确是网络民意的一个特征。但

我们不可因噎废食。要知道，绝大多

数网民是有真实诉求的。 如果我们

不允许网络上混杂声音的存在，甚

至用封锁的态度来 “防民之口”，就

等于否定了整个网络民意的价值，

其危害“甚于防川”。因此，我们的政

府有担当起“安全阀”的责任，在技

术上引导网络民意的表达， 使其走

上理性的轨道；另一方面，政府决策

部门还应充任“选矿机”，科学筛选

和研判网络民意。

“网络问政” 的兴起是不可逆

转的时代潮流。 期待各级领导干部

以更为开放和更理性的态度来对

待， 将其作为重要方式、 途径和手

段

,

来保障人民知情权 、

参与权、 监督权的落实，

通过 “ 网络问政” 体察

民情 、 了解民意 、 汇聚

民智 ， 让更多民众参与

到社会事务管理中来 ，

推动政务公开和决策民

主 ， 也期盼更多的民意

搭载网络走进更高决策

层的案头、 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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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问政” 在各地形成燎原之势， 充分体现了

对网民的尊重， 是执政理念的转变、 执政方式的变化，

是与时俱进的表现

网意通则民意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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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12

月

28

日讯（记者 段涵敏）

今天，全省基本药物集中招标采购开

标仪式在长沙举行 。

2010

年

1

月

8

日

起，我省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

36

个试

点县市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将通过

省非营利性药品集中采购交易平台

采购所需要的基本药物 ，届时 ，老百

姓就能买到更便宜药品。

省卫生厅纪检组组长、省药品集

中采购联席会议制度办公室主任陈

明松介绍，通过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的调查，以往乡镇卫生院的药品平均

加成达

43%

，如今实行药品集中招标

采购、零差率销售 ，基层医疗机构的

药品价格将大幅下降。

自

2009

年

11

月

16

日， 我省向全国

药品生产、 经营企业发布招标采购公

告以来，审核合格投标人共

1150

家，审

核合格药品品规共

8724

个； 参加报价

的投标人有

893

家， 药品品规

7625

个。

投标人今天通过各自的账号密码在网

上进行远程开标， 开标后投标药品及

报价将即刻在网上同步公示。 开标结

束后， 全省药品集中采购专家库中随

机抽取的专家将进行封闭式评标，选

出基本药物中标品种挂上网上交易平

台，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采购。

据了解，

36

个试点县市区的乡镇

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通过网上

交易平台直接与药品生产企业或指定

的配送企业进行采购，品种、价格、配

送一目了然。根据有关规定，中标后的

药品采购价格，不得二次议价，也不得

自行涨价和变更包装、规格。除了试点

县市区， 其余县市区可以在省交易平

台采购，也可以自行采购。

基本药物集中招标采购启动

36个试点县市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行零差率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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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12

月

28

日讯（记者 周月桂）

湖南人游台湾今后将不再限于航空

路线，厦门“中远之星”轮对台旅游业

务湖南、湖北总代理签约仪式今天在

长举行，给两岸双向旅游往来带来了

新产品。

“中远之星 ”由厦门远洋运输公

司运营 ，是海峡两岸最大 、最豪华的

客轮，“中远之星”所开辟的航线也是

目前连接大陆与台湾最短的航线，自

今年

9

月份开航以来， 已与全国多个

省市开展了合作。我省今年正式开放

大陆居民赴台旅游，但目前赴台游仅

限航空路线，从陆地到海洋还缺少通

道。 湖南国旅与厦门远洋的此次合

作，为两岸三地游架起了一座海上桥

梁。 另据了解， 中远之星有

150

个车

位，未来还可进行两岸自驾车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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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12

月

28

日讯（记者 朱章安 通

讯员 李孟翔 谭英）“体验梦幻高铁，免

费畅游南岳”。 南岳作为离武广高铁最

近的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成为游客首选

旅游目标。

12

月

26

日至

28

日， 近

1000

名

广东游客乘武广高铁免费游南岳。

随着武广高铁的开通， 广东、湖

南、湖北

3

地步入

3

小时经济圈 。离武

广高铁最近的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南

岳受惠明显。按照湖南省旅游局的统

一部署 ，武广高铁试运营期间 ，游客

凭高铁列车车票可免门票到沿途主

要旅游区旅游。 南岳位于湖南中部，

是粤湘鄂旅游黄金通道的中点，也是

距离武广高速铁路最近的

5A

级旅游

区。 南岳区抓住武广高铁开通契机，

规定起点站在湖南段以外、终点站在

湖南以内乘武广高铁的乘客，可在一

周内免门票， 游览南岳中心景区、南

岳大庙、水帘洞景区和寿坛景区。

� � � �

本报

12

月

28

日讯 （记者 刘凌

陶小爱） 来自湖北、广东的游客泡灰

汤温泉买一送一，邀请粤港澳媒体前

来报道，组织湘粤鄂

50

家旅行社前来

踩线……在今天开幕的长沙市首届

温泉节上，长沙市面向湘、粤、鄂旅游

市场，推出一系列旨在推介灰汤温泉

品牌的促销措施。本届温泉节将持续

2

个月。

在宁乡灰汤举行的长沙市首届温

泉节是我省近日推出的 “体验梦幻高

铁，免费畅游潇湘”主题活动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 灰汤温泉

1998

年入选中国

旅游业面向

21

世纪优先发展的

43

个项

目之一。近两年，宁乡县将灰汤定位为

“国汤”进行开发和建设，突出演绎温

泉文化、生态湖泊、森林氧吧、风情小

镇

4

个主题， 力争把灰汤建设成为宁

静、温馨、自然、生态、具有国际影响力

的现代温泉城和国际旅游度假区。

� � � �

本报

12

月

28

日讯（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周建成） 投入资金

3

亿多元，

实施重点环保项目

20

余个，污染物排

放总量持续大幅削减。这是株洲冶炼

集团公司近

5

年来在环保方面取得的

成果。近日，该公司顺利通过株洲市

创建环保型工业企业和环境管理规

范化工业企业验收。这也是株洲市首

家通过此项验收的企业。

近

5

年来，“株冶”在投入巨资实施

一批重点环保项目的同时， 创建了

20

多项环境管理制度和

100

多项环保操

作规程。 他们还加强排污口规范化整

治 ，对重点“三废”排污口实现即时在

线监测。与

2005

年相比，今年废水排放

量减少约

460

万吨，粉尘排放量减少约

210

吨， 二氧化硫排放量减少

7000

吨，

工业废渣堆放量减少

80

多万吨。

湖南游客可乘游轮赴台

千名游客乘武广高铁游南岳

长沙向湘粤鄂游客推介灰汤温泉

� � � �

本报

12

月

28

日讯（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周建成 黄婷）日前，株洲冶

炼集团公司两项环保工程———污酸

生物净化和挥一烟气脱硫相继通过

竣工验收，标志着该公司环保水平又

提高了一大步。

污酸生物净化是“株冶”与中南大

学联合开发的重金属废水处理新技术，

采用生物制剂和脱汞剂除去污酸中的

重金属汞，再通过配合反应除去其中的

铅、锌、镉、 砷等重金属， 在合适的工艺

条件下使污酸达到外排水标准。 挥一

烟气脱硫则是“株冶”与省内一家环保公

司合作开发的工程，是国内首次采用盐

析法工艺去除冶炼烟气中的二氧化硫，

并利用钠盐生成亚硫酸钠副产品。

株冶两项环保工程竣工

株冶5年投入3亿元减排

老百姓能买到更便宜药品

� � � �

本报

１２

月

２８

日讯 （记者 刘凌）

今天下午

4

时许， 浏阳市永安中心完

小

１４

名小学生出现轻微呕吐现象 。

情况出现后 ， 学校及相关职能部门

及时将这些学生送至永安镇中心卫

生院诊治 ， 经永安镇中心卫生院确

诊 ， 造成学生胃肠道不适 ， 引发轻

微呕吐的原因是由于他们食用了未

完全炒熟的四季豆 。 当晚 ， 这些学

生经治疗均康复回家。

浏阳发生

小学生食物反应事件

� � � �12

月

27

日，长沙市天心区文庙坪社区举办楹联书法展暨迎虎年送春联活动。社区

书法爱好者在展出书法作品的同时，义务为社区居民写春联、送春联。 汪成 曾向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