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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睿 通讯员 薛
野）4 月 5 日至 7 日，省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李友志率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和
省教育厅、省科技厅、省卫计委负责
人一行来常，专题调研我市高新技
术产业发展、贯彻实施民办教育促
进法、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扶助关怀
工作情况，征求对修订《湖南省高新
技术发展条例》、出台民办教育促进
法实施细则、调整湖南省计划生育
特殊家庭相关扶助政策标准的意见
和建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副主任沈习淼全程陪同调研。

4 月 5 日，李友志一行来到常德
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常德
市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和湖南
特力液压有限公司进行实地调研。
在汇报座谈会上，李友志听取了我
市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发 展 情 况 汇 报 。
2016 年，全市实现高新技术产业产
值 1037 亿元，同比增长 33%，拥有高
新技术产品的企业 428 家，全市过
亿元高新技术企业 58 家，规模以上

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占全
部产品的比重超过 75%。调研组对
我市经济社会发展、高新区建设发
展取得的成效给予了充分肯定。李
友志指出，要加强高新技术的研究
开发和成果转化，鼓励企业、高等
院校、科研机构联合研究开发，实
现资源共享，提高研究开发能力；
对《湖南省高新技术发展条例》实
施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及建议，要及
时向相关部门反馈。要进一步加大
政策和资金的支持力度；要提高认
识，在加大人才引进力度的同时，
注重培养本土人才；企业要加大研
发力度，走在科技创新、转型升级
的前列。

4 月 6 日，调研组一行来到民办
学校常德女子外语学校、常德朗州
高级中学，实地查看校园环境及办
学条件，详细了解学校情况。在当
天上午召开的汇报座谈会上，李友
志听取了常德市民办教育工作情况
汇报，同时就民办教育资金保障、提

升民办学校办学质量、民办学校教
师人才队伍建设等问题，广泛听取
了市、区政府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和
民办教育机构投资者、学校管理人
员、教师代表及省人大代表的意见
建议。李友志说，大家对新修订的
民办教育促进法作了很多很好的思
考，希望大家今后继续多提一些好
的建设性意见；要对民办教育事业
发展充满信心，不能等待观望，要撸
起袖子干，把民办教育办好。省人
大常委会调研组将把大家的意见建
议带回去认真研究，为我省尽快出
台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细则做好相
关准备。

4 月 6 日下午，在临澧县烽火乡
计生站，调研组详细了解了基层计
生工作运作模式、运行情况及帮扶
效果。随后看望慰问了计划生育特
殊家庭对象，详细了解他们的生活、
健康情况，以及生活照料具体落实
情况。在 4 月 7 日上午召开的汇报
座谈会上，李友志强调，计划生育是

基本国策，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
抓好落实。一些计划生育特殊家庭
生活困难，各级各部门要关心、关爱
他们的生活，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
为他们排忧解难。要进一步加大扶
助力度，将各种普惠政策用够、用
足。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强化全
社会对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的扶助关
怀。要进一步明确部门责任，卫生
计生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要加强沟
通协调，解决相关问题。

沈习淼表示，我市将认真学习
传达并贯彻落实好省人大常委会调
研组在常调研期间有关会议精神，
围绕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贯彻实施
民办教育促进法、计划生育特殊家
庭扶助关怀工作开展深入调研，并
就调研情况向省人大常委会做好专
题汇报。

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陈
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新辉，副
市长曾艳阳，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万利参加调研。

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来常
■专题调研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贯彻实施民办教育促进法、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扶助关怀工作

昨日，市城区尼姑桥泵站清淤工地上，工人们正在冒雨加班。泵站建成后，主要担负起穿紫河流域的污水治理。 本报记者 陈欢 摄

上周最大的事莫过于清明节
了。

正是春暖花开的好季节，三天
国家法定假日，既可以祭奠祖先、缅
怀先人，又可以远足踏青、亲近自
然、催护新生。在开春紧张工作一
段时间之后，有这么个间隙，真是人
人乐而享之。

节后返程，大家感触最深的莫
过于“清明堵”了。城内堵、高速堵、
乡村堵，只要有路有车的地方，堵是
常态，不堵是幸运。

我也不可避免地陷于车海里，
绝望地经历了四处无路的“堵”途。
于是下车观察了一番，路很宽天气
很好甚至没有任何小的事故，堵车
的唯一原因就是不守秩序，不管来
路去路，抢道占路，平日里的两车道
变成了四车道五车道，你挤我钻，最
后的结果就是大家都别想出去。

出不去了，没有人看看自己占
的什么车道，也没有人下车指挥一

下交通，纷纷聚在一起愤怒地谴责：
交警吃白饭的啊，还不来？

关交警什么事？好好的路在那
儿，方向盘在你手中，为什么不遵守
交通规则造成拥堵？不就是去祭奠
一下祖先么，犯得上这么着急吗？

不得不想到“清明祭”。中国自
古以来有祖先崇拜的历史，古代哲
人寄希望于“慎终追远，民德归厚
矣”。但反观现实，清明祭扫，各找各
的墓，各拜各的祖先，各提各的要
求。这种崇拜有一定的盲目性，但凡
是祖宗，倒头便拜，真正能“慎终追
远”的少。尤其是文革期间所有家谱
族谱毁于一旦，我们对祖先们知之甚
少，即使曾是败家子，即使曾恶贯满
盈，也起劲地拜，还祈求他们保佑。

祖先崇拜带来的是血亲伦理，
这个伦理关系让我们更多地关注小
家小圈子，一家一己之便。“各人自扫
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就是这种
封闭保守、自私自利意识的体现。

这种意识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
济时代倒也罢了，但放在现代社会，
总觉得缺乏了什么。不由得想起
大约一个世纪前，梁启超提出的一
个判断：“中国，偏于私德，而公德
殆阙如。”

“清明堵”不正印证了梁启超的
判断？开车的人怀着无限深情去拜
自家的祖先，对交通规则不管不顾、
对正常秩序视而不见，对社会生活
中最简单、最起码、最普通的行为准
则都不遵守，这样的行为，哪有公德
可言？

民德，应该既包括私德，更包括
公德。而在现今的生活中，其实我
们的所有行为都具有公共的性质，
不可避免地是一种公德行为。就说

“清明祭”吧，在古代可能属于私人
行为，但到了现在，却完全具备了公
共性。出门就在公共的路上，不守
秩序害人害己；烧纸钱本身就在浪
费资源不说，如不小心引发大火，还

会酿成大祸；烟花爆竹污染环境更
是有目共睹。自古以来的“清明祭”
方式，到了今天，还真到了值得反思
的时候了。

梁启超把公德定义为“人人相
善其群”。“群”既指公共领域，也指
共同生活的公民，“群”就是“公”。

“人人”是公德的参与者、受益者，也
是公德的评价者、监督者。“相善其
群”就是遵守公德，利人利己。公德
要求每个人超出个人的界限，关怀
超出个人利益以外的公共领域的事
情，把自己放进“群”里去思考去生
活，这个“群”才会更和谐更美好。

那么，在我们去参与“清明祭”
时，如果人人都能“相善其群”，不把
属于大家的道路当作自家菜园，不
把自己看作一个可以为所欲为的
人，而用公德意识去要求自己，遵守
社会常识和公共规则，不仅“清明
堵”发生的概率会少了很多，“清明
祭”的意义也深远了很多吧。

从“清明堵”看“清明祭”
□葛辉文

本报讯（记者 李白 通讯员 颜梦玲）日前，市纪委通报了4起
违反村（居）“两委”换届纪律典型案例。通报中，6名村干部均因存
在通过赠送香烟等方式拉票，被立案审查。另外，一名换届选举工
作指导组组长明知违纪行为而不加制止，也被立案审查。

汉寿县丰家铺镇金牛山村向参加党员群众代表大会的人员发
放香烟问题。2017年3月3日，金牛山村召开“双述双评”及村级换
届动员会，村支部书记胡席文会前安排村秘书李太平，以村里名义
向在场51名代表每人发放一包芙蓉王香烟；3月25日，金牛山村召
开村支“两委”换届全体党员会议，胡席文安排村妇女主任文冬年，
以村里名义向在场55名代表每人发放一包精品白沙香烟；4月1日，
金牛山村召开“两推一选”会议，胡席文安排村民代表胡铁桥，以村
里名义向在场73名参会人员每人发放一包精品白沙香烟。汉寿县
纪委对胡席文进行立案审查，并取消其候选人资格。

桃源县三阳港镇花山洞村向参加党员群众代表大会的人员发
放香烟问题。2017年3月23日，花山洞村召开党员群众代表大会，
推荐支委初步候选人。应个别老村干部、党员要求，支部书记刘志
宏、治保主任李明太、妇女主任刘惠云等3人商议后共同凑钱1120
元（李明太350元、刘惠云350元、刘志宏420元），由参会党员兰银
清经手购买5条黄盒芙蓉王香烟给参会人员每人发放一包。桃源
县纪委对刘志宏、李明太、刘惠云等 3 人进行立案审查，并取消 3
人的候选人资格。三阳港镇政协联络处主任宋涛作为花山洞村
党组织换届选举工作指导组组长，明知刘志宏等人违反换届纪律
向参会人员发放香烟，未能及时有效制止。桃源县纪委对宋涛进行
立案审查。

桃源县马鬃岭镇兴街村党员陈其建拉票问题。2017年3月，马
鬃岭镇兴街村召开党员和村民代表会议，推荐下届村党组织委员会
委员候选人，陈其建以接送开会并赠送香烟等方式拉拢本村党员陈
跃祖、杜一民、王建全等人为其投票，其行为已构成违纪。马鬃岭镇
纪委对陈其建进行立案审查。

石门县二都街道土山社区党总支党员肖国庆违反换届纪律问
题。2017年3月17日，肖国庆在土山社区党总支换届前，分别上门
到3名社区党员家以赠送香烟的方式拉票。二都街道纪工委对肖
国庆进行立案审查，并取消其党总支委员候选人资格。

香烟“戒不掉”
6名村干部被立案
■市纪委通报4起违反村（居）“两委”换届纪律典
型案例，一名换届选举工作指导组组长因履职不力
被立案审查

本报讯（记者 李显鸿 通讯员 余
海）“太好了！村里有了金融电商邮政
综合助农服务站，农产品可以通过网上
直销，存款取款不用再走远路，家门口就
能购买各种日用品！”近日，在临澧县佘
市桥镇高丰村金融电商邮政综合助农服
务站正式开业的现场，前来办理取款业
务的村民蒋明发高兴地对记者说。

记者在金融电商邮政综合助农服
务站里看到，面积 80 多平方米的大厅
内布放了电脑、助农服务金融终端、助
农取款 POS 机、保险柜、点钞机等各种
服务设备，墙上贴满了各类服务项目，
包括小额取现、转账汇款、代理缴费、网
上代购、快递收发、农产品销售等 20 多
种。这边还在网上“淘宝”，那边又有多
位村民急着要存取款。综合服务站站长
江翠枝穿梭在电脑与助农服务金融终端
之间，迎来送往，忙得不亦乐乎。

近年来，该县以电子商务进农村综
合示范县创建为契机，以积极探索创新
现代金融服务业发展、促进农特产品触
网营销为主攻方向，在实现全县助农取
款服务点全覆盖的基础上，推动助农取
款服务点、农村电商服务站、邮政便民
服务站资源整合，升级为金融电商邮政
综合助农服务站，开启金融、电商、邮政

“一站式”服务惠民新模式。为实现“金
融不出村、购物不出村、销售不出村、生
活不出村”的创建目标，该县先后出台
了金融电商邮政综合助农服务站建设
工作实施方案，明确了建站的指导思
想、工作原则、工作目标、工作重点及组
织保障。成立了金融电商邮政综合助
农服务站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建立了部
门联席会议制度，确保金融电商邮政综
合助农服务站建设顺利推进。与此同
时，通过各种途径广泛宣传、强化培训，
促进金融电商邮政综合助农服务站日
常管理精细化、业务流程规范化、服务
功能综合化。截至目前，该县已建成

“三站合一”金融电商邮政综合助农服
务站 21 家，力争 3 年内实现全县 120 个
村全覆盖。

“金融电商邮政综合助农服务站点
的设立，不仅为当地居民提供了集金融
及各项便民服务为一体的惠民综合服
务，还为本地农副产品扩大了销售规模，
带动了产业发展。”人行临澧支行金融电
商邮政综合助农服务站建设负责人傅绍
清介绍，截止 2016 年末，21 家金融电商
邮政综合助农服务站，累计开展金融交
易 5000 余笔，金额 2356 万元；代理网上
购物 34 万元，代卖各类保险 21 万元；网
上代销柑橘、大米等农产品76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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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4月8日电 美国当地时间4月6日至7日，中国国
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举行
会晤，这是美国新政府就职以来中美元首首次面对面沟通。

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抬
头、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的今天，中美两国元首如何从战略高
度和长远角度把握中美关系？中美关系走向对应对重大国
际地区问题和全球性挑战有何重要意义？

（详情请见今日7版）

习近平同特朗普会晤
取得哪些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