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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的政治家
中共领导人开始更多

地谈论“制度自信”，而非邓
小平时代的“摸着石头过
河”。同时，他们也明确意识
到， 过往的发展亦造成了
“固有利益格局”，他们声言
要打破这种格局，进一步释
放社会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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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社会与耻感文化
只有各个领域都真正

地知耻、觉耻、以耻为耻、
归正雪耻， 保持对法律的
敬畏和对他人的尊重，谨
守自己的羞耻心与良知，
才有可能走出“互害型社
会”的死循环。

《中国经济周刊》2013年第27期

低保不是“养懒汉”
社会救助的政策目标是

“稳定社会”。 对于低保对象，
从这项制度获得的主要是心
理支持，低保给了他们一个调
适自我以重新适应现实社会
的物质条件和机会。

如果在低保制度的设计
和执行中要求过于苛刻，对于
物质援助的多少过于掂量，就
会使制度发生异化。

日本曾经发生过一场惨
剧，一位单身男士因病不能工
作，靠“生活保护制度”（即日
本的低保）度日。日本的相关

法律规定，生活保护金领取者
须按规定时间向政府汇报自
己的经济和工作情况。不巧这
位先生有一次在医院开出的
化验单出了问题，所有指标突
然都显示正常了。据此，政府
就停发了他的生活保护金，结
果这位先生竟然活活饿死在
家中。

我们一定要反省，能否造
就这样的一种机制，当一个城
镇居民没有稳定的职业和收
入而成为低保对象时，对他和
他的家庭已经做过的居民家

庭收支调查，可以在一段时间
内持续有效。在他有工作时就
停止发放低保金；一旦他再度
失业，原来的调查和档案就再
度生效，不必重新申请，简单核
实后就可以继续领取低保金，
这样的制度安排可能更加人
性化，同时也减少行政成本。

若进一步探讨，我们早在10
年前就提出可以通过“资产建
设”的方法帮助低保家庭自立。

譬如鼓励低保家庭中有
劳动能力的人出去工作，在一
定期限内，譬如3年中，不管他

挣多少钱也不停发低保金，只
是要求其每个月在其固定的
银行账号中存入一定金额的
钱，譬如500元。这样的话，他
每年能存 6000元 ，3年就是
18000元。 届时政府再给他同
样金额的创业补助，他就可以
有36000元的本金， 做个小本
生意了。

这是国
外境外常用
的方法。

【扫我看全文】

《环球》2013年第14期

日本“城市·农村共生”的启示
城乡一体化，日本称之为

“城市·农村共生”。 从字面意
思来看，“共生”而非“寄生”，
清楚地表明了农村不是城市
的寄生物，两者各自具有独立
平等的性格，这与城乡一体的
本意是一致的。

在上个世纪的经济增长
过程中，东京出现了显著的城
市化现象，最终形成了东京大
都市圈。过去一些人盲目地认
为，城市化的能量是无限的，其
结果应该是城市消灭自然，消

灭农村，从而堆积起更多、更大
的人工空间。然而，当各类城市
公害和污染的严重程度达到
极限的时候，人们开始意识到，
大都市的发展方向必须调整。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
本政府开始逐步重视农业和
农村的多方面功能，并认识到
农村不仅为城市居民提供农
副产品，还通过农业生产活动，
在国土保护、水源涵养、生物多
样性保护、田园景观形成、民俗
文化传承等方面，为国家做出

了巨大的贡献。由此，“城市·农
村共生”思路逐渐形成。从东京
的城乡一体化建设经验中，可
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安全、稳定、高品质的农
产品生产与供给，是维系社会
正常发展的根本，也是国家高
度发达的标志。

农业与农村的生态系统，
为各类生物提供了生息繁育
的环境，同时也拥有地下水涵
养、城市区域气温和湿度调节
等多种功能。

悠久的民俗文化、富于季
节感的田园景观，使农村拥有
其独特的魅力与价值，因而亟
待得到认识、保护和传承。

亲近自然、回归农村的社
会潮流能够有效地促进城市
居民“反哺”农业和农村。

美好的田园空间，是城市
与农村规划
共同追求的
目标。

【扫我看全文】

医林奇杰 伍本裕 名老中医
秘治：●中风后遗症、半身不
遂、手、身发抖、口流涎、瘫
痪在床，一月痊愈。 ●颈、腰
椎间盘突出、 骨质增生、坐
骨神经、股骨头坏死、骨髓炎、
骨结核、分期分类能在短期内痊
愈。●前列腺炎、增生、肥大、
尿频、阳痿、男女拉尿不出
痛，一月痊愈。 长沙市望城
坡门诊部（银杏路 6号）

中风、腰椎间突出、
前 列 腺

专
治

0731-88812718、13975156778

医 疗

大额资金 助您起航

028-65280007

1、及时为个人企业解决各类
资金难题。 一百万起贷，可免
抵押，区域不限。
2、 支持各类项目融资借款、
矿山、农业、水电、林业、房
产、养殖、酒店等投资借款
审批快、利率低，放款迅速。

丰通投资咨
询

宁乡县玉潭镇立辉食杂批发部
张立辉遗失食品流通许可证副
本，许可证编号：SP4301241
05000869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有有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新楚视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湖南泰古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对你公司享有的“长沙市
天心区人民法院（2006）天民
初字第 931号《民事调解书》
和（2007）天民初字第 791 号
《民事判决书》”中确认的全部
债权权益和权利已经转归湖
南鸿博建材贸易有限公司享
有和行使。请你公司自转让之
日起直接向湖南鸿博建材贸
易有限公司履行偿还义务。

特此通知
湖南泰古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鸿博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2013年 7月 1日

债权转让通知

湖南省湖湘天下国际旅行社
有限公司 梨营业部遗失长
沙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0 年
8 月 27 日核发的注册号为
430121000039419的营业执照
正本。 另长沙县泉塘营业部遗
失长沙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0 年 12 月 13 日核发的注
册号为 430121000042183 的
营业执照正本。星沙开元中路
营业部遗失长沙县工商行政
管理局 2010 年 9 月 6 日核发
的注册号为 430121000039486
的营业执照正本。松桂园营业
部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 2010 年 11 月 22 日核发的
注册号 为 430100000133824
的营业执照正本。桂花村营业
部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 2010 年 9 月 6 日核发的注
册号为 430100000128802 的
营业执照正本， 以上证件，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帮帮网址：4000918080.com
免费热线 4000 91 8080
省优秀律师事务所泓锐所诚邀

法律改变生活
帮帮安全无忧

成功千万里
融资零距离

雄厚资金支持各类项目融
资借款，两百万起贷，可免
抵押，个人、企业不限，地域
不限，手续简单、审批快、利
率低、放款迅速。
028-68000928

西部首选
雄厚资金

上安投资
专业为个人、企业提供
无抵押贷款，无前期费
用。 利率低，放贷快。
电话：0731-83380747

招生 招聘

贵州黎平华龙学校聘高中各科
教师 18685563837、13885551524

招 聘

13467668666

【化学原料】普通扑克麻将，一摸即变，
不多不少不重复。 玩斗牛，金花，三公，
牌九，字牌，庄闲绝杀。 不偷不换，任何
人均可学会。 麻将机无需安装程序，一
人打三家，售高科技进口隐形眼镜、一对一
隐形分析仪、变牌仪、药水、色子（不会不收费）
人民路友阿百货对
面凯通国际 14 楼

澳门牌王老
字
号

刘

娱 乐 设 备
娱乐之用 严禁赌博

飞针望远麻将
合
作
出
场

独家销售新一代远程飞针麻
将，任何麻将机均可安装，傻瓜
式操作，以一敌三，轻松赢牌，
（另售各种高科技牌具精品）

15580999992多赢
娱乐

上门安装自设牌型, 长麻转麻万能遥
控随意操作.一对一隐形眼镜、字牌扑
克感应仪，无需镜头直接报牌。长沙火
车站凯旋 A 栋 2005 13755058383

程序麻将

付律师13975826245 免费咨询
合同债务婚姻劳资法律顾问

律师 调查

代办
高额信用卡 83299528

代办
咨询信用卡额度大、无前期费用

18670391588

专业代办咨询 13677302579
大额信用卡

一定发84478678

A级诚信单位
搬家移空调 招司机搬运工

搬家 回收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永发84712408
85653588

400m2 汽修厂转让转租
南二环天天渔港斜对面 15717510920

转让 出租

公告声明

联谊 交友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交往请慎
重 ， 谨 防 受 骗 ， 切 勿 盲 目 经 济 往 来

香港、离岸公司注册，商标
注册，企业策划，财务规划

日聪工商记账代理
020-87550061 www.3737580.com18932466988、85583371

专注微小贷款

招商投资理财咨询
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审核对
方资信产品，切勿盲目经济往来，谨防受骗

有效证件当天放款， 无前期费用，
无抵押。 84688130 18932428130

信誉快贷银
行
利
息

咨
询

正宗国营 中华老字号
400-006-1163 www.egtjf.com

北京二锅头散酒坊

电话跟听， 短信可看， 手机录
音，免费打电话。 18612953959

手机智能卡

你炒股、我垫资
按天数计息，低手续费 84257918

摩天轮卡 15574988236

大额资金寻优质项目，专业诚信，
快捷。 企业个人项目资金周转
各类项目投资融资（矿产、 房地
产、电站、农牧业、制造加工、交
通、学校、在建工程）区域不限轻
松解决资金困难 028-68000866

弘旺投资贷款

无需设备，上门服务，回收产品。
株洲外贸手工活外发
0731-28819312、28819313

抵押银行借款咨询
信用借款
卡友服务13787006620

错过了茅台，还能再错过西凤？
中国四大名酒———西凤酒强势进入湖南！
招商、团购、婚宴寿宴喜庆宴，用酒热线：
15675138888、4000731279
人民东路 38号东一宾馆南栋 6楼

国臻凤香·西凤酒
格证考培快取：教师学历职称医卫会
计，另招就业合作 0731-82282530资

各类大小项目融资借款，两百万
起贷，地域不限，个人，企业均可
手续简单 、利率低 ，放款快 。
咨询电话：028-68807888

金融世家豪丰投资咨
询

男 49岁丧偶经济优无负担诚觅
体贴爱家贤惠女为伴有孩视可

个人征婚 13760165355

李友良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芙蓉分局 2011 年 8 月 16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102600326018；食品证 ：SP
430102115003185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财运来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5594898
搬家行业诚信经营单位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核对对方身份、资信，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40元/行起（公告从高） 每行按 13个字计0731-8446480113875895159刊登热线
长沙总部

华声在线同步发布报纸发行全省 网上发布全国 一个电话 立刻上门

业务 QQ：602058576

星沙点：13607490384 宁乡点：８７８７９０１８ 岳阳点：15907300988

姚文懿遗失 2011年 7月 07日
签发的会计证，证号:
43122419911120569x，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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