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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闻一建

湖南建行开办ETC业务
高速公路通行费享 9.5 折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喻
秋霖 通讯员 易淑珍）为进一步筑
牢家庭反腐防线，提高家庭助廉
意识与水平，经过提前调度与周
密部署，2 月 11 日，长沙市芙蓉
区纪委、区妇联联合举办的“一
家老小过廉关暨家庭美德知识竞
赛活动”在公务员居住集中的白
沙湾社区活动室举行，吸引了 100
余名干部群众参与。

“中央领导下基层，轻车简
从少陪同，简化接待讲轻便，朴
实无华贴民心……”活动在群众

自编自演的《欢呼中央政治局八
项规定》歌舞中拉开帷幕。其间，
以图片展的形式回顾了“一家老
小过廉关”活动历程，开展了激
烈紧张的知识竞答赛，清廉家训
现场创作活动，观看了快板《歌
颂中央反腐》。

自 2008 年 7 月“ 一 家 老 小
过廉关暨家庭美德知识竞赛活动”
启动以来，区妇联将此项工作纳
入常态，并拓展形式开展了“廉
风吹我家，书香飘万家”研讨会、

“廉内助”与“勤廉书香家庭”评

选表彰、廉洁家训征集、群众性
文艺节目展演等活动，充分利用
妇联组织贴近基层的组织优势，
以助廉为核心，以家庭为基础，
以社区为依托，将“廉风”吹入
千家万户。

据悉，“一家老小过廉关暨家
庭美德知识竞赛活动”已纳入芙
蓉区寻找“最美家庭”系列活动
之一，会在辖区各公务员居住集
中的小区全面持续推进，预计今
年 8 月将在省委所在的蓉园社区
举行。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李旭林）2 月 18 日召开的全省教
育工作会议透露，湖南正按照教
育部的统一部署制定高考改革实
施方案，并将于今年 9 月 1 日前
正式向社会公布。

省教育厅厅长王柯敏介绍，
我省将按照国家总体方案和相关
实施意见，结合湖南实际，尽快
出台具体实施方案，进一步明确
改革的原则、目标、主要内容和
逐年推进改革的任务，明确启动
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的具体年分和
开展专项改革试点的项目、步骤

及时间，稳步推进综合改革和专
项改革试点。综合改革包括高考、
外语一年多考、普通高中学业水
平考试、综合素质评价、高校对
学业水平考试科目及成绩的要求
等五项内容以及进一步清理规范
各类加分政策。按照教育部“三
年早知道”原则，湖南将提前公
布高考改革实施办法，以使方案
包括实施时间更科学合理，得到
社会的最大共识和支持。

会议透露，根据教育部总体
要求，湖南的高考招生录取有望
按照“两依据、一参考”来实施，

在湘招生的高校可对考生的学业
水平考试科目及成绩提出具体要
求；对符合要求的学生，高校主
要依据其统一高考成绩和普通高
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综合
素质情况，实行综合评价、择优
录取。

会上还透露，湖南新高考方
案最早将在 2015 年以后才能正式
启动实施，2020 年前基本形成新
的考试招生制度。这意味着，目
前在校的高中学生仍然执行现行
的高考方案。

湖南高考改革方案年内出台
“一考定终身”将成历史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戴瑰） 上下高速无需取卡，2
秒钟通行，不用现金付款，还
能享受 9.5 折优惠。即日起，建
行 200 个网点可办理电子不停
车收费系统 ( 简称 ETC) 客户开
户、充值“一站式”服务业务。
车主将电子标签装置及湘通卡
安装在车窗上，便可“秒过”
全省高速公路各个收费站。

ETC 专用车道是电子感应
车道，司机只需保持规定车速
通过，排队、停车、缴费等环
节均可省去，经过收费站只需 2
秒左右，通行效率是高速公路
收费站人工收费车道的 8 倍左
右。

省建行将在全省 200 个网
点为居民办理，其中长株潭有
51个网点。办理流程非常简便：
个人车主凭身份证、建行信用
卡或借记卡、机动车行驶证原
件及复印件即可办理。单位车
辆凭单位营业执照 ( 或组织机
构代码证 ) 复印件、单位委托
函 ( 加盖公章 )、委托人有效身

份证、机动车辆行驶证即可办
理。

“目前市面上 ETC 价格大
约为 420 元，推广期间，客户可
免费申办。”建行湖南省分行相
关负责人介绍，在 ETC 业务推
广期，市民可享受一系列优惠
政策。例如，对于申办“湘通记
账卡”和“湘通龙卡 IC 信用卡”
的客户可免费租用湘通电子标签

（OBU）一台；对于首次预存通
行费满1000 元的用户，则可由
建行免费赠送 ETC 车载装置。

目前，湖南高速公路 ETC
覆盖率已达 70% 以上，建行
ETC 服务网点的开通将为公众
在高速公路出行带来更大便利。

■妇联星空

“春风”给岳阳送来 2万多个岗位
今日女报 / 凤网讯 （通讯

员 喻谦） 春节过后，对岳阳很
多人来说，在家门口也可以找
到工作了。2 月 8 日，湖南省
人社厅、省总工会、省妇联和
岳阳市政府在岳阳市湘北人才
市场联合举办“湖南省 2014 年
春风行动启动仪式暨春风送温
暖岳阳（主会场）专场招聘会”。
该活动由市人社局、市总工会、
市妇联协办，市劳动就业服务
局、市人才服务中心联合承办。

启动仪式由省人社厅党组
副书记、副厅长蔡畅元主持，
岳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人社
局党组书记、局长罗忠勇介绍
招聘会基本情况。市委副书记、
市长盛荣华发表讲话，省委组
织部副部长、人社厅党组书记、
厅长胡伯俊讲话并宣布“2014
年湖南省春风行动正式启动”。
省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邹毅，
岳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奇

达，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统战
部长伍国用，市妇联党组书记、
主席魏淑萍等领导出席了启动
仪式并巡视了招聘会现场。

本次专场招聘会加强了与
江浙粤等合作区域的组织协调，
深入农村、社区和企业准确收
集求职和用工“双向”需求信
息，有 220 家单位进场招聘，
其中外省单位 15 家，共提供招
聘岗位 8500 个，进场求职人数
达 15000 多人。直至 3月22日，
湘北人才市场还将举办 6 场大
型招聘会，累计1000 多家企业
参会，预计提供岗位 2 万余个，
涉及客户服务、医疗化工、教育
培训、采购、环保、能源、家装、
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近 20 个
行业。

此外，岳阳市妇联特邀罗
门婚纱、华瑞丹枫建国酒店、
玉泉宾馆等女企业家企业进场
招聘，成功招聘员工 300 多人。邵阳市妇联牵头开展环境整治工作

今日女报 / 凤网讯 （通讯员 
钟海萍）为了给居民创造更好的生
活环境，2月17日，由邵阳市妇联
牵头组织的双清区创建国家卫生城
市、城乡结合部环境整治现场推
进会在高崇山镇政府召开，督导高
崇山镇、渡头桥镇两个建制镇争
创省级、市级卫生镇，督导城东乡、
石桥乡、火车站乡、云水乡四个乡
全面开展城乡环境整治工作，为百
姓办实事。

双清区创国家卫生城市城中
村、城乡结合部环境整治工作领导
小组积极开展以“清垃圾、建设施、
保长效”为重点的城中村、城乡结
合部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争取在 5
月30 日之前实现“五有三无二基
一化一统”。即有完备的环卫设施、
有齐全的健康教育设备、有科学的
管理制度、有经常的保洁人员，有
至少一个省级以上的卫生镇；无
暴露垃圾，无违规饲养家禽，无非

法小广告、乱搭乱建、乱堆乱摆、
乱停乱放、乱贴乱画等现象；基
本规范农副产品市场，基本规范“五
小”行业（小饮食店、小浴室、小
美容美发厅、小旅馆、小歌舞厅）；
村组道路硬化；垃圾统一处置。

为确保在 5月底之前，成功创
建一个以上省级卫生镇，目前高崇
山镇、渡头桥镇两个建制镇争创
省级、市级卫生镇的工作正在紧张
进行中。

浏阳村级换届选举工作会议突出女性参政
今日女报 / 凤网讯 （通讯员 

熊志山）2 月 14 日，浏阳市组织召
开了全市村党组织和第九次村民
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会议，对村

“两委”换届选举工作进行全面动
员部署，并着重对女性参政议政
比例进行了明确要求。长沙市副
市长、浏阳市委书记曹立军要求，
要统一认识，高度重视，以十倍
敏感、百倍认真做好换届选举工
作。

浏阳市本次换届选举工作从 2
月 14 日正式启动，村党组织换届
在 3 月 5 日前完成，村民委员会
在 4 月 30 日前完成。成立了由市
委书记任组长的换届选举工作领
导小组，市纪委、市委办、组织部、
宣传部、政法委、政府办、民政
局、农办、信访局、财政局、公
安局、人社局、审计局、计生局、
妇联等 15 个单位为成员单位。同
时 , 对女性参政工作进行了明确要

求：一是要确保村民委员会成员
中至少有一名女性成员；二是力
争每个乡镇配备一名女村干部主
职，全市女村干部主职比例达到
10%；三是提倡党员和女性村民通
过法定程序当选为村民小组长和
村民代表；四是村民选举委员会
应当有妇女成员，妇女代表要占
村民代表会议组成人员的三分之
一以上，村民委员会成员的正式
候选人至少有一名妇女。

弘扬好家风，芙蓉区“一家老小过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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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喻谦）2 月 18 日，岳阳市召开市
县乡负责干部会议。会议总结表
彰 2013 年度工作，部署 2014 年

工作。此次会议上，岳阳市妇联
获评“综合绩效考核先进单位”。

2013 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宏
观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发展任务，

市妇联一手抓项目、一手抓作风，
各项工作取得了新成绩，较好地
完成了年初确定的目标任务。

湘西州“公民道德大讲堂”活动圆满闭幕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喻秋

林）2月17日，由湘西州委宣传部、
州文明办、州妇联主办，以“和谐
家庭，幸福人生”为主题的“公民
道德大讲堂”活动在湘西大剧院

圆满闭幕。
该活动为期 3 天（2月15日至

2 月17日）。三天来，先后有全国
著名专家学者张发、吕明晰、刘友
刚、靳雅佳、樊君、庹兴谦等前来

授课，课程围绕“和谐家庭，幸福
人生”主题，从不同的角度，用鲜
活的事迹，详实的语言宣扬助人为
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
献和孝老爱亲的道德品质。

岳阳市妇联被评为岳阳市2013 年度先进单位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张子珊）全球知名营养与体重
管理专家康宝莱（中国）近日宣
布，将在 2014 年与深圳卫视结
成战略合作伙伴，全年独家冠
名全明星代际互动节目《年代
秀》，并成为全新母婴养成类亲
子综艺节目《辣妈学院》唯一
官方营养赞助商。

近年来，康宝莱所提倡
的“健康、积极生活方式”被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所认可。根
据欧洲市场商情调研公司发布
的 2012 年市场统计数据结果显
示，其减肥代餐产品在中国的
市场占有率高达 91%。

康宝莱与《年代秀》节目
在 2014 年度将密切沟通，在栏
目内打造小季概念全新合作模
式，以家庭健康理念为节目主
导，并通过明星互动，引导家
庭健康生活方式。康宝莱也将
在其全国数千家社区营养俱乐
部启动线下互动，使得本次合
作得到线下部分的延伸。此外，
作为深圳卫视全新母婴养成类
亲子综艺节目《辣妈学院》唯
一官方营养赞助商，康宝莱将
在节目内为“辣妈”们提供更
加丰富的生活保健知识，指引
新晋妈妈们的健康生活。

康宝莱独家冠名深圳卫视《年代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