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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26日讯 今天中午，

在长沙市迎宾路口，肩背大包手

拉行李箱的张建强等了20多分

钟，硬是没等来一辆的士，最后

不得不坐上一辆四处揽活的私

家车……

上下班高峰期、 下雨天和节

假日，相信很多人都遭遇过“打的

难”。参加省政协十届三次会议的

易敬平、王义高、梁志军委员日常

生活中，也时常遇到这种尴尬事。

今天中午，三人相约走上街头，体

验“打的难”，了解倾听市民关于

改善长沙交通的意见。

上下班高峰走不动

来长沙出差的张建强告诉委

员们，为赶火车回成都，他提前一

小时从宾馆出来， 没想到等出租

车花了这么长的时间。

他说，来长沙后，请客户吃晚

饭，约好时间是6点，“我5点出门，好

不容易拦住一辆出租，又遇上堵车，

等我到时客人都来了，很尴尬。”

打的难根源在于堵塞

“打的难最根本的原因在于

交通堵塞， 一堵塞我们就成了一

步一移的‘蜗牛’，等的时间过长，

客拉得越少。”在长沙开了三年出

租的刘师傅表示， 上下班高峰期

本来是他们赚钱的“黄金期”，但

这个时段， 他们最不愿意的是拉

客去市中心， 原因就是他们患上

了堵塞“恐惧症”。

“这个问题是要尽快解决了，

不然每月的打‘车’费用都让人受

不了。”看到委员们在为“出行难”

做调查，市民易昆凑了上来。在河

西上班的易昆告诉委员们，348公

交车离他上班的地方还要走十来

分钟，加之这趟车的路线长，一到

上下班高峰，就挤满了人。

委员上街体验“打的难”

建议取消出租车管理公司，增加出租车数量，发展公共交通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是玩

具还是糖果？”1月26日上午，省政

协十届三次会议妇女界和少数民

族界联组讨论省政府工作报告，

当委员们步入会场时， 发现每个

座位上都放有一颗漂亮的“草莓”。

来自少数民族界的李志平委

员不禁拿起来仔细端详， 小心打

开拉链一看， 原来是一个精致的

环保袋。

讨论开始时，省政协委员、省

妇联主席肖百灵首先发言。她说，

周强省长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

提出， 要探索完善发展低碳经济

的政策措施， 推行有利于节约资

源， 保护环境的生产生活方式和

消费模式，鼓励使用环保产品。然

而，倡导低碳生活，要从每个人做

起，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如买

有机天然食品、买当季水果蔬菜、

穿棉麻制品衣服、 选择小排量的

汽车， 特别是购物时不要使用一

次性购物袋， 而应选择备用经久

耐用的环保袋。发言中，肖百灵委

员充满激情地说：“为了我们共同

的地球，我们要倡导低碳生活，都

做低碳一族。”

同样， 来自妇女届的陈慈英

委员拿起“草莓”接着说：“为宣传

环保意识、倡导低碳生活，妇女界

特别为大家送了一个草莓型环保

袋。希望大家以后买菜、购物都可以

拿着这个环保袋，随时为低碳经济

当好‘宣传员’、做好‘形象大使’。”

话音刚落， 会场顿时响起一

阵热烈的掌声。

收到这份特殊“礼物”的李志

平委员高兴地说：“我要把它送给

女儿，从现在起就培养她的节约、

环保意识。”

前来出席联组讨论的省政协

副主席石玉珍称赞：“这是一个宣

传低碳生活的爱心袋。”

■记者 沙兆华

律师吴先生： 期盼我省加

大淘汰落后产能的力度， 推进

节能减排， 保护环境、 造福百

姓。 建议对已淘汰企业一一进

行回访，防止“死灰复燃”。

市民彭先生： 希望政府能

加大对国道、省道、县道和乡村

公路的建设和维护。

市民楚先生： 建议长沙市

路灯管理局，烈士公园、岳麓山

等景区管委会等单位开设短信

投诉平台，接受市民监督其所辖

范围和职权范围内的违规情况。

■实习生罗葛妹实习记者彭璐

淘汰落后产能

保护生态环境

本报1月26日讯 昨日上午8

时30分， 湖南省十一届人大三次

会议会场外， 四名漂亮的少数民

族女代表穿着民族风格的服饰一

道步入会场， 成了一道令人瞩目

的美丽风景。她们分别是何永丽、

盘红艳、袁凤、奉稳香，来自永州

代表团和邵阳代表团。

邵阳代表团的奉稳香是花瑶

族，今年22岁，是本届会议最年轻

的代表之一，现在湖南师大读书。

谈到自己家乡的变化， 奉稳香感

慨最深的是手机直接深入偏远少

数民族地区的农户。她说，看到家

乡的农民能接收到外面最新的信

息，心里特别高兴。通过手机报，

山里的农民和外面的世界相隔不

再遥远。

来自江永基层的瑶族代表何

永丽说，自从当上省人大代表后，

感觉自己身上的责任更重大，和

很多同龄人比较， 自己更加关心

社会，关注最基层人民的疾苦。她

说， 群众反映的有些问题一时解

决不了，有时觉得压力很大。

来自道县一个瑶族山寨，在

一个特别偏僻的乡镇当基层干部

的盘红艳说，当上省人大代表后，

第一次开会除了紧张和兴奋，没

其它感觉。 这次是第三次来长沙

开人大会议，想的更多的是责任，

是如何调查民情， 如何把老百姓

最真实的声音反映上去， 为民说

话。 ■记者 李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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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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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朵少数民族“金花”当代表

漂亮“草莓”，原是精致环保袋

建有效便捷的公交系统

“缓解‘打的难’，解决‘出

行难’，最根本之举还在于大力

发展公共交通。”易敬平、梁志

军委员认为， 出租车只是公共

交通的补充， 要从根本上解决

出行问题，建立有效、便捷的公

交系统，让更多的公众乐于采用

公共交通工具，才是根本出路。

“在城市路网中开辟公交

车专用车道， 保证公共交通的

快捷和舒适性。” 梁志军建议，

要解决市民出行难， 就得给公

共交通实实在在的“优先权”，

如加大对公交事业的投入、增

加直线公交， 引导市民选择更

科学更经济的出行方式。

适当增加出租车数量

“随着长沙的快速发展，可

以考虑增加出租车的数量。”王

义高委员表示， 现在长沙近

7000台出租车已满足不了人们

出行打车的问题。 之所以提出

增加出租车数量，他表示，是因

为如果不增加出租车， 就给黑

车提供了市场。

同时， 王义高认为应取消

出租车管理公司， 由出租车司

机直接向政府拍卖经营权，少

了中间环节，既给政府带来巨

大的财政收入，同时又能大大

降低出租车司机的成本，自然

就会延伸到降低乘客的打车

成本。

鼓励市民拼车出行

易敬平委员还建议， 在打

的难矛盾比较集中的特殊时间

段，应鼓励市民合乘，方便大家

出行。

比如在每天客流高峰时

段，前往某方向的出租车可在

车前摆放一个标志牌，显示去

向， 征得乘客同意的基础上，

同方向的乘客可以同乘一辆

车。

为了补偿乘客， 司机可对

每位乘客采取打折的方式收取

车款。“这样， 司机的收入有保

障，乘客的利益兼顾，也免除了

打不到车的烦恼。 ”

■记者 胡信锋

1月25日上午，4名少数民族代表身着民族服装高兴地走进会场。

记者 田超 实习生 龙岱林 摄

1月26日，长沙市迎宾路，省政协委员易敬平（右）听取出租车司机的建议。 记者 武席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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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26日讯 “湖南中

医药研究成果应该产业化。”今

日，湖南省政协委员、湖南中医

药大学党委书记、 湖南中医药

研究院院长、 中药超微饮片首

席科学家蔡光先表示， 将提交

有关加强中医药研究成果产业

化的提案。

“茯苓、葛根、猕猴桃都是

宝贝，在湖南的产量也很大，如

果运用科研成果把这些宝贝较

好地开发利用， 使之形成规模

化、产业化，将更加有利于发扬

中医优势。”蔡光先表示。

■记者 张春祥

实习生 柴金华 通讯员 杨浪

茯苓葛根猕猴桃都是宝

专家建议中医药

研究成果产业化

问题： 张家界市经过20多

年的发展， 成为了湖南旅游发

展的龙头，但与省委、省政府提

出的“把张家界建设成为世界

旅游精品”的战略目标相比，差

距仍不小。

建议： 设立张家界旅游经

济试验区， 从战略高度给予一

揽子政策： 设立旅游产业发展

专项资金， 对张家界市的旅游

基础设施、 旅游产业项目给予

引导资金和贴息支持； 出台自

然遗产有偿使用费征收办法；

将张家界旅游管理“一城通”系

统建设列为全省试点予以资金

支持。 支持张家界———香港航

线的补贴办法， 对张家界国际

航线予以补贴。

此外， 加快完善张家界旅

游交通网络， 将长沙—常德的

城际轨道延伸到张家界， 并入

省“3+5”城市群建设规划；等

等。 ■记者 胡抒雯

将长常城际轨道

延伸到张家界

提案人：省政协委员羿宝明

本报1月26日讯 截至今

日下午4点半，省政协十届三次

会议共收到提案853件，其中党

派、团体、专门委员会集体提案

97件， 委员个人提案756件。经

审查，立案831件，占提案总数

的97.4%。不予立案15件，其余7

件作为来信转交有关部门研处。

这些提案主要涉及统筹城

乡发展， 推进长株潭“两型社

会” 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建设

和“一化三基”战略实施；关注

食品安全、廉租房建设、就业就

学就医等社会热点， 重视解决

民生问题等。 ■记者 胡信锋

省政协十届三次会议

收到提案853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