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议

本报12月6日讯 2015
夹山千年茶禅文化论坛在
中国茶禅之乡石门县闭幕。
闭幕式上，湖南省质量技术
监督局首次发布了地方标
准禅茶系列。该标准为我国
首个禅茶标准，自此，湖南
禅茶的生产、加工、销售有
了规范。

据悉，处于禅茶宗祖地
位的石门在2014年初发起
禅茶标准制定工作， 省质
监局、省佛教协会、省茶叶
研究所、 湖南农业大学等
积极参加标准起草与筹备
工作。

今日发布的禅茶湖南

地方标准，首次明确了“禅
茶”与“茶禅”的定义，提出
了茶禅行者、 茶禅侍者、禅
茶饮者等概念，规定了禅茶
的产品质量、栽培技术、加
工技术、禅茶馆、禅茶具、
茶禅（禅茶道）等方面的技
术要求。 标准将禅茶界定
为在符合茶树原生态条件
的茶禅文化传承地， 按照
传统、自然生产方式种植、
采制，并经禅宗仪轨程序，
具有养生、养心功能的茶叶
产品。

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
局副局长江涛表示，标准公
布后，将大力推广，切实加

强监督检查，充分维护标准
的权威性，使之早日造福禅
茶行业。2015夹山千年茶禅
文化论坛闭幕式上，夹山管
理处也正式推出了首款禅
茶。

“我们想通过活动、标
准将石门茶叶推广出去，这
也能使本地百姓、 茶民受
益。” 夹山管理处主任杨书
凡介绍， 禅茶标准出台之
后，他们会跟进省质量技术
监督局推出禅茶的认定体
系，其对禅茶、茶衣、茶艺、
禅茶休闲等的认证将成为
无形的文化资产。

■记者 王铭俊

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实施办法草案：境外组织和个人来湘调查需报批

非遗传承人考核不合格可取消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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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6日讯 日前，省十二
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分组审
议了《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办法（草案）》
（简称《办法(草案)》）。根据《办法(草
案)》， 境外组织或者个人在本省行
政区域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
应当向省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申
请，批准后方可进行。

我省非遗保护形势严峻

我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
“非遗”）大省。至2014年底，已拥有
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3
个，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118个、代
表性传承人76位、生产性保护示范
基地4个、 文化生态保护区1个，省
级非遗保护项目202个、 代表性传
承人231位，市级非遗保护项目894
个、代表性传承人970位，县级非遗
保护项目2706个、 代表性传承人
2446位，形成了国家、省、市、县四
级非遗名录保护体系及代表性传
承人保护机制。

“受现代工业文化的强烈冲击，
非遗保护工作仍面临十分严峻的形
势。”省文化厅厅长李晖介绍，目前，
我省非遗保护的法规和制度尚不完
善，重申报、轻保护，重开发、轻管理
的现象比较普遍，同时，许多非遗正
逐步失去其土壤，传承人高龄化、村
落空巢化、 自然环境的破坏等原因
导致许多经典的民俗和民间艺术逐
渐消亡， 大量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
珍贵实物与资料逐步消亡。

非遗传承人连续两次考核
不合格拟取消资格

经过四年的时间，《办法（草
案）》出炉，其对非遗保护与保存工
作管理体制、非遗调查、法律责任等
作出了规定。

《办法（草案）》提出，对非遗资
源丰富集中且保存较完整、具有重
要历史文化价值和广泛群众基础
的特定区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
设立文化生态保护区， 对非遗实行
区域性整体保护。

《办法(草案)》明确，境外组织或
者个人在本省行政区域开展非遗调
查， 应当向省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
门申请，按照批准的方案进行；需要
变更方案的， 应当重新提交方案报
省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批准。

另外，根据《办法（草案）》，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建
立非遗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档
案，组织专家定期考核传承情况。连
续两次考核不合格的， 取消代表性
传承人资格。

本报12月6日讯“以前
的政府法律顾问在一定程
度上存在顾而不问的现象，
管理考核也未成体系。”今
日， 长沙市政府法制办相
关负责人表示， 随着政府
涉法事务越来越多， 行政
机关需要专业法律人士提
供法律服务，11月26日《长
沙市政府法律顾问管理办
法（试行）》（以下简称《办
法》）发布后，将提高政府法
律顾问的服务质量，推进依
法行政。

“5月1日新的行政讼诉
法执行后， 因受案范围拓
宽、起诉即受理立案、行政
复议时，复议机构也可能成
为被告等因素影响下，民告
官案件数倍增长。” 湖南成
法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艾超
表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
需要更加注意行政合法性。
“《办法》基本上对政府法律
顾问的聘请与管理做了规

范， 如采取什么样的形式？
怎么选定顾问？ 其权利义
务、考评？”

律师、专家担任法律顾
问有三种情形：为市人民政
府提供法律咨询服务的法
律顾问团、为行政机关提供
法律服务的常年法律顾问、
为单项法律事项提供服务
的专项法律顾问。“市政府
法制办将通过招标方式，选
择符合条件的律师事务所，
组建政府法律顾问服务机
构库。行政机关再根据具体
事务从库里挑选合适的律
师担任政府法律顾问。”艾
超说。

“专家应具有法学副教
授（或相当）以上职称，或者
具有法学博士学位，近三年
内未受过所在单位处分；律
师应具有5年以上执业经历
或者五年法律实务工作经
验，本人和其所在的律师事
务所近三年内未受过司法

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罚或者
律师协会的行业处分。”长
沙市政府法制办相关负责
人介绍。

■记者 张文杰
通讯员 吴畅

“茶禅之乡”首发禅茶标准

“为了加强我省非遗的保护、保
存传承和发展， 制定这个实施办法
条例很有必要。”田平莲委员建议，在
总则或措施中应该增加“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应当将非遗的保护、保存经费
列入财政预算，并且根据财政收入的
增长而增加”的规定，上位法对此已
做出明确规定。 ■记者 吕菊兰

建立保护专项资金

资讯

长沙市政府将筹建法律顾问“智库”

12月6日上午，石门县夹山寺，来自全国各地的禅茶爱好者在冬日的阳光下品茶。当天，“2015
夹山千年茶禅文化论坛”之“夹山茶会”在此举行。 记者 童迪 摄

本报12月6日讯 昨日是第30
个“国际志愿者日”。当天上午，由团
省委、 省民政厅和省少工委主办的
我省“N＋1”专项志愿服务行动浏
阳专场活动举行， 现场共为浏阳市
孤困孩子募捐爱心资金14万元。省
文联主席谭仲池出席活动并宣布启
动“N+1”微信捐赠平台。

据悉，“N+1”，即N个组织、N个
家庭 、N个企业、N个爱心人士……
帮助一个没有父母的孩子。 今后，团
省委、 省青年志愿者协会拟通过5年
时间，动员各类社会组织及爱心人士
与全省没有父母的孩子全部结对。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涂振康

“N＋1”专项志愿
服务行动浏阳举行

本报12月6日讯 湖南省妇联
昨日在邵阳市隆回启动了“邻里守
望·姐妹相助” 巾帼主题志愿服务
活动，省妇联领导、机关干部和志愿
者深入28户结对帮扶的贫困户家
中进行扶贫慰问、调查走访，为湴塘
村赠送价值2万余元的课桌椅、实
木讲台等。此外，步步高投资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与湴塘村建立“农超对
接”合作伙伴关系，让他们的特色无
公害农产品走进大城市、大超市。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王提

省妇联开展巾帼主题
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12月6日讯 今天，记者从
湖南省减灾委办公室获悉， 长达13
天的冬汛， 累计降雨量超历年均值1
倍以上。经省减灾委会商核定，这次冬
汛已造成了我省70余万人受灾，因灾
失踪4人，直接经济损失9.86亿元。

为支持灾区做好灾民生活安
排，省民政厅于11月15日紧急下拨
救灾棉被4500床，并联合省财政厅
于近日下拨1000万元用于灾民生
活救助。目前，灾区各项抗灾救灾工
作正有序开展。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祝林书

冬汛致我省直接经济
损失近10亿元

本报12月6日讯 在湘江新区
日前召开的专题集中学习会议上，
省政府副秘书长、长沙市委副书记、
湖南湘江新区管委会主任虢正贵表
示， 湘江新区将项目建设和招商引
资作为加快经济发展的总抓手，通
过开展专题学习、激发创新活力、展
现奋进风采， 掀起建设国家级新区
的新高潮。 湘江新区今年共铺排重
大项目147个， 工程建设总投资
1315亿元，同比增长22.2%�。截至
目前， 政府性投资项目完成年度目
标计划的86%， 社会性投资项目完
成年度目标计划的92%。

■通讯员 郭丁文 记者 陈月红

湘江新区：147个
重大项目冲刺年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