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案人：省政协委员 管勇

问题：目前中小学附近小商

店、小摊档“三无”小食品泛滥。

建议： 工商部门一方面对

学校周边的小食品商店严格审

查其准入条件；另一方面，加大

对中小学校周边小食品商店或

小摊档的巡查和监管力度，对

销售假冒伪劣、“三无”、过期失

效等食品以及无照经营行为

的，予以严厉查处。对确实违法

经营的应该一查到底， 严重的

追究刑事责任。 ■记者 胡抒雯

整治中小学周边

“三无”食品

东洞庭湖湿地保护区，干涸的湖底。（资料图片）记者 覃翊 摄

喝着洞庭湖水长大的李平，

对洞庭湖有很深的感情， 每次去

湖区调研或散步湖边， 他就有一

种深深的忧虑，“洞庭湖在慢慢缩

小，这几年缩得更快。”

看到拥有“长江之肾”、“母亲

湖”、国际重要湿地等诸多美丽光

环的洞庭湖正严重“缩小脱水”，

患上了“肾衰竭”，此次省政协十

届三次会议上， 九三学社湖南省

委提交了集体提案《关于洞庭湖

城陵矶兴建闸坝控枯畅洪的对策

建议》。

【现状】“缺水”并非危言耸听

李平介绍， 随着长江入湖水

量减少，洞庭湖提前进入枯水期、

枯水期延长、枯水位持续偏低，加

上四水上游水库和新上湘江水利

枢纽工程，四水入湖水量减少，形

成南北夹击截流的严峻态势。

有关数据统计，去年10月，洞

庭湖湖泊面积仅为537.84平方公

里， 比上年同期下降53.66%。11

月19日城陵矶水位只有20.76米，

比多年平均值下降2.78米。

“这么大的洞庭湖蓄水量只

有6亿立方米。”李平说，“洞庭湖水

位持续偏低，给湖区生产、生活、生

态带来严重影响。”对此，李平认为

洞庭湖建坝蓄水已刻不容缓。

【建议】建多功能闸坝蓄水

九三学社湖南省委的这份集

体提案建议， 在洞庭湖入长江口

处城陵矶，兴建一座坝高为25米、

坝长1500米的多功能蓄水闸坝，

以解决洞庭湖环湖区及四水尾闾

地区缺水问题。

除解决水危机外， 由于闸坝

能起到控枯畅洪作用， 这不仅有

利于洞庭湖水体自然净化和水资

源充分利用， 还可起到改善航运

条件、恢复湿地生态环境、发展湖

区渔业生产、水利灭螺等作用。

“如果项目实施，洞庭湖的蓄

水量将由枯水期的6.5亿立方米提

升至45亿立方米， 相应长沙段水

位由25提升至29米。” 李平认为，

修这座坝主要目的是将丰水期的

雨洪资源存贮并维护在一定的水

位，在枯水期有计划放出，以调节

湘江及长江水位。 ■记者胡信锋

本报1月26日讯 22日，教

育部发布了《关于加强中小学

网络道德教育抵制网络不良信

息的通知》，再次要求各地教育

行政部门加强青少年上网管

理。对于中小学生上网成瘾，黄

色、 暴力信息对青少年造成的

精神污染这一社会热点问题，

省政协委员邓立新认为，“在堵

的同时，在校内建立绿色网吧，

也许不失为一种值得探讨的引导

方式”。

邓立新认为， 很多学校的电

脑都达到了几百台， 完全可以建

立一个校内网吧， 供同学们在中

午休息和放学后上网， 而不会因

为找不到上网的地方而去校外一

些完全失去信息监管的黑色网

吧， 从而达到更好地管理学生上

网的目的。 ■记者 苏艳萍

1月24日中午， 省政协委员王

义高正在和一位经济界人士聊天。

他的手机时不时地蹦出几条

短信:�“麓谷精品复式小公馆，均

价3888元/平方”、“××世纪城，

全观景精装样板房限量发售，现

房优惠” ……

“两天前刚咨询了一套房，没

想到就被房产广告追了过来。” 王

义高刚放下手机，“铃铃铃”一个电

话又逼了过来，“是王先生吗？我

是××装饰公司设计师……”

“我实在不明白他们怎么会

知道我的手机号， 甚至能叫出我

的名字。”王义高苦笑着对记者说，

这个没有秘密的世界太可怕了！

作为普通公民， 我们到底有

没有隐私权？今年的政协会上，许

多委员都格外关注这个话题。

■记者 刘璋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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骚扰没完没了，谁偷了我手机号

个人信息被轻易泄露，委员建议尽快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

“两会”会客厅

“电脑、手机、监视摄像机、

电子卡等新技术给人们带来便

利的同时，也使得私生活与保密

性的界限变得无比模糊。” 个人

信息泄露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

在进行商品交易时，本应该保密

的信息被非法出卖； 二是在网上

注册个人资料之后，遭遇手机号

泄露、MSN和邮箱账号密码被盗

用等； 三是黑客通过木马程序来

窃取个人信息， 电脑成为“肉

鸡”，任人摆布。

三种途径泄露个人信息

长沙市区某医院妇科诊室

内，七八名候诊患者正在“观看”

医生对一名女孩就诊。 尽管医生

要求其大点声说话， 但女孩看看

周围的人群，还是尽力压低声音，

满脸通红。

患者隐私被他人“旁听”

“人肉搜索” 手段在网络日

渐流行，隐喻着公众的一种信息

饥渴———由于信息渠道不畅通，

现实中无法获取某一信息就求

助于网络，一个人无法完成的任

务则拆解为多个人共同分担。

“人肉搜索”易被非正当使用

建校内绿色网吧 让学生安全上网

洞庭湖“缺水”日益严峻 九三学社湖南省委建议：

城陵矶建闸坝治洞庭湖“肾衰竭”

建议人：省人大代表彭芳春

问题： 由于经费不足等原

因， 农村教育改革与发展还存

在一些困难和问题。

建议：澄清底子，制订可操

作性的教育债务清偿办法；转

变观念， 切实加大对农村教育

的投入力度；健全保障，出台有

关教育财政支出具体导向的基

础性法规；注重落实，明确各级

政府在农村教育投入保障方面

的职责；转移支付，确保农村教

育的可用经费稳中有升。

■记者 张春祥 实习生 柴金华

加大农村教育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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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省政协委员 陈松岭

问题：调查显示：当前农民

工群体有从亦工亦农向全职非

农转变， 由城乡流动向融入城

市变化的趋势。但是，农民工工

作和生活条件普遍较差， 权益

受保障程度较低， 全省农民工

就业及生存环境有待改善。

建议： 逐步有序解决农民

工参加社会保障的问题， 重点

在工伤和医疗保险。 政府和有

关部门应多提供务工信息、务

工岗位，拓宽其就业门路。解决

好农民工子女就学难、 农民工

看病难问题。 政府通过政策引

导和推动企业扩建集体宿舍，

提供可供居家的单元房。 加大

经济适用房建设的投入力度和

规模， 逐渐增加农民工购买廉

价房的机会。同时，政府和开发

商联手在城区不同地域， 大量

建廉价公寓， 让农民工在居住

上有更多地选择。

■记者 张文杰 实习生 罗葛妹

建廉价公寓

让农民工安居

提案人： 省政协委员 汤浊

问题： 我省大学生自主创

业意愿和热情明显增强。但大学

生对创业扶持政策知之甚少，在

创业项目、创业方向上的选择比

较迷茫；大学生创业遇到的最头

痛的问题是资金不足。

建议： 成立省级大学生创

业指导机构。 开设大学生科技

创业基金。 将创业教育纳入高

校教学体系， 做好创业教育课

程体系建设， 形成独立的创业

课程和系统的创业课程群。

■记者 张文杰

创业教育

纳入高校教学

嘉宾：省政协委员、九三学社岳阳市委主委李平

话题：洞庭湖城陵矶兴建闸坝控枯畅洪

政协委员罗新星认为， 患者

隐私被他人“旁听”、医学观摩令

隐私变教材等问题在医院普遍存

在， 医院泄露病人隐私现象比较

严重。他表示，医院应更重视患者

的个人隐私， 可以通过改善医疗

环境来保护患者的隐私权。 对于

患者病历、照片等各类资料，均由

专人保管，即使是医院职工，也不

能随意去查询患者的资料。

关键词·患者隐私

【委员建议】

政协委员王义高表示：“那些

出售个人信息的行为， 使得人类

几乎生活在一个透明的状态。出

卖他人隐私牟利已成为公害。”

王义高认为，所有被秘密收集

和保存的信息，都有可能会脱离它

们的背景而被人利用。法律既要保

护正当合法的经营，也要避免由于

无章可循导致对个人信息利益的

侵害。没有经过信息主体当事人的

知情、许可、接近与控制的约定，擅

自收集、加工处理并商业利用的行

为， 不仅不符合信息伦理道德，也

涉嫌侵犯公民的民事权益。

嘉宾：省政协委员王义高、罗新星、李松旺

话题：个人信息被泄露侵犯隐私权，尽快立法保护公民信息安全

关键词·个人信息

【委员建议】

相关链接

政协委员李松旺表示：

“‘人肉搜索’ 手段很容易被人

非正当使用， 迫切需要加以一

定的规范。”

面对“人肉搜索”，单纯的

“叫好”或“叫停”都不足以解决

问题， 关键是要在助推公共领

域信息公开的同时，促进《个人

信息保护法》尽快出台。李松旺表

示， 如果公众可以更加便利地获

悉公职人员的真实信息， 从而履

行公众监督之责， 自然不必求助

于“人肉搜索”；如果《个人信息保

护法》 能够给公民隐私以安全保

障， 自然不必担心个人隐私受侵

犯。

【委员建议】

关键词·人肉搜索

■制图/王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