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唐婷

【观点实证】
特邀嘉宾 省政府法制办主任 许显辉

7月1日，“湖南省网上政务服务
和电子监察系统”上线试运行。不用
再东奔西跑，坐在家里，轻点鼠标，
进入湖南省网上政务服务虚拟大
厅， 就可以轻松办理全省68个省直
部门，14个市州的有关行政审批和
公共服务事项。 群众对办理结果不
满意，还可以在网上投诉，监察部门
全程网上监控。到年底，这套系统将
在全省所有市州和县市区正式上线
运行。

在许显辉看来， 这正是我省按
照《法治湖南建设纲要》要求，大力
推进政府服务法治化， 完善公共服
务平台的一个生动例证。

提高政府服务法治化水平
许显辉认为，建设法治湖南，关

键是建设法治政府。 因为“80%的法
律要由各级政府行政机关来执行”。

许显辉说，建设法治政府，必须
抓好两个重点： 一个是行政程序的

法治化，一个是政府服务的法治化。
归根结底，政府要正确地做事、做正
确的事。“正确地做事”，就是要加强
行政程序建设，政府要按程序办事；
“做正确的事”， 就是要建设服务型
政府，政府要加强服务工作。

“将推进政府服务法治化明确
写入《法治湖南建设纲要》，既是建
设法治湖南的客观要求， 也是 《纲
要》的一个突出亮点。”许显辉说，这
就等于抓住了法治政府建设的 “牛
鼻子”。此前，省政府已颁布《湖南省
政府服务规定》，10月1日即将实施。
这是我国首部系统规范政府服务的
政府规章， 将大大提升政府服务工
作的法治化水平， 加速法治湖南建
设进程。

老百姓共享便捷高效
“公共服务超市”

《纲要》提出，要规范政府服务
行为，明确政府服务内容、标准、程
序和时限等事项。 对此， 许显辉介
绍，《湖南省政府服务规定》 已经把
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要内容上升
到法律层面。 它规定了各级人民政
府要积极推进和做好就业促进、社
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住房
保障、教育、医疗卫生、科技、文化、
体育、人口和计划生育、公用事业、
扶贫、 政府信息公开等14项公共服
务工作， 明确了基本公共服务主要
由行政机关提供， 非基本公共服务
主要由社会力量提供。

“在规范政府服务行为的同时，
我们要注重建立完善各类政府公共
服务平台，让老百姓享受到便捷、高
效的公共服务。 ”许显辉认为，要按
照整合资源、提高效能的原则，积极
搭建政务服务平台、社区服务平台、
社会求助服务平台等3大综合服务
平台。

7月下旬，长沙市民张女士来到
长沙市政务中心咨询住房公积金贷
款事宜，她惊喜地发现，政务中心不
仅有专人指引办理业务，还提供“代
理办” 服务。 在工作人员热心帮助
下， 她的公积金贷款正在顺利进行
中。张女士还发现，政务中心二楼设
有一个“生活服务区”，移动公司、新
奥燃气、电业公司、自来水公司、有
线电视都在这里开设了窗口， 涉及
民生的水、电、气、电信、电视、移动、
金融、 邮政等相关项目的手续和交
费都可在此办理。

在乡镇和社区， 这样的政务服
务平台也正在积极搭建。 泸溪县永
兴场乡龙井村孤寡老人吴老生，一
直想去县民政局办理五保户证，却
苦于腿脚不便。 他来到乡便民服务
中心求助，３天后， 就从代办员手上
拿到了五保户证。

许显辉说，目前，全省已基本建
成综合性电子政务服务平台， 各市
州均搭建起政务服务中心。 全省共
建成1000多个社区服务平台， 被基
层干部群众亲切地称为 “公共服务
超市”。

政府服务须公开公正公平
今年初，省政府印发《2011年为

民办实事实施意见》，把改造县乡公
路、城乡低保救助、农村危旧房改造
等32个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事项纳入为民办实事的考核指标，
并通过报刊、网站、广播等多种传播
渠道让老百姓知晓、监督。

“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为民办实
事，就是要办得公开、公正、公平。 ”
许显辉说，从《纲要》看，推进政府服
务法治化的重要内容就是全面推进
政府服务公开， 让政府服务在阳光
下运行。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政
府服务只有在阳光下运行， 行为才
能更规范，服务才能更到位，人民群
众才会更放心、更满意。

许显辉认为，行政机关，包括承
担公共服务职能的企业事业单位、
基层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等，都要把
公开原则贯穿于政府服务全过程，
及时发布政府服务信息， 将政府服
务项目的设定、依据、实施过程和结
果向社会公开。

数据显示，2010年， 围绕省委、
省政府中心工作、重点工程、重大项
目、重要成果，省政府举行各类新闻
发布会86场，省直部门、各市州举行
500多场新闻发布会。省政府门户网
站公布省政府规章和各类规范性文
件1010条， 各类统计数据900多条，
重点公开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 财政预决算情况、 资金使用情
况、政府采购、人事任免、公务员招
录等情况。

许显辉认为， 服务公开要抓好
落实，真正为群众着想、谋福利。 应
当进一步强化政府服务保障， 加强
政府服务监督和监管， 不断提高服
务能力。 服务公开的内容要进一步
深化， 尤其是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
服务信息，必须要重点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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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湖南建设纲要》亮点解读④

【《纲要》亮点】
●推进政府服务法治化。
●规范政府服务行为， 明确政府服务内容、 标准、

程序和时限等事项。 完善政府公共服务平台。 推进政府
服务公开。

■高考招生关注

本报8月11日讯 （通讯员 陈渝枫
记者 何国庆）8月10日，普通高校本科
三批（B）录取结束。8月12日开始，录取
人数最多的专科批次将全面展开。

专科招生首先进行的是专科提前
批录取。 参加专科提前批录取的院校
分三类：一类为公安院校（含警官、刑
警院校） 的公安专科专业； 二类为航
空、航海专科专业等；三类为独立设置
的本科艺术院校以及参照此类院校招
生办法执行的院校的专科艺术专业。
参加该批次录取的招生院校共42所 ，
计划在湘招生1192人。 专科提前批次
录取时间为8月12日至13日。 8月15日
开始高职专科批次录取。 高职专科批
在湘招生院校共有659所 ， 计划招生
144026人， 招生院校和招生人数居各
批次之最，录取于8月28日结束。

按照政策规定， 在湘高校若线上
生源不足， 可按考生填报的第二次征
集志愿从高分到低分降分投档， 降分

幅度控制在本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下
20分之内 （经省教育厅批准的省内高
等职业技术学院的特殊专业最大降分
幅度不超过30分）。 对于平行一志愿完
成录退确认后不满额的院校， 省教育
考试院将于8月19日向社会公布第一
次征集志愿计划， 向上线未录考生征
集志愿； 对于第一次征集志愿完成录
退确认后仍不满额的院校， 省教育考
试院将于8月23日公布第二次征集志
愿计划。 为了尽可能满足考生的升学
愿望， 对于省内少数院校还将增加一
次征集志愿， 时间定于8月26日一天。
未被录取的考生务必要填报征集志
愿，以增加录取的机会。

省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考生退档
要慎重。确因特殊原因不能就读需退档
的，考生须于投档后1至2天内将退档申
请 （须附考生身份证或准考证复印件）
传真到招生院校。本人放弃录取的考生
一经退档，一律不能再恢复录取。

专科招生今天开始
●提前批计划录1192人，高职专科批144026人
●有两次征集志愿机会，省内少数院校还将增加一次
●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退档要慎重

本报8月11日讯（记者 沙兆华 通
讯员 樊莉红）今天上午，来自台湾、港
澳和中国大陆的民间组织机构代表和
高校学者共200余人齐聚长沙 ， 举行
“身心障碍人士服务机构工作交流
会”。据悉，联系两岸三地的民间机构，
共同探讨推进残障人士的社会福利和
保障在我省尚属首次。

此次交流会由长沙市智力残疾人
及亲友协会等共同主办 。 台湾 、 港

澳和中国大陆的服务机构代表和专
家就加强社区康复工作 ， 培养康复
专业人才， 增强残障人士就业能力，
大力发展福利企业 ， 促进残疾人社
区就业 ， 探讨政府与民间组织合作
模式等 ， 进行经验交流 。 与会人员
还将实地走访长沙启音听力言语康
复中心 、 天心区怡智家园等一些特
殊康复机构和残障人士职业培训及
就业点。

关注残障人士社会福利
两岸三地学者汇聚星城交流

把政府服务送到百姓心坎上

8月10日，花垣县
拐代村特色民居建
设热火朝天。 该工程
计划集中新建民居
138栋， 一户一栋，每
栋造价10万元， 其中
农户出资3万元。目前
主体完工108栋，预计
8月底可全部实现主
体完工。 潘尚德 摄

� � � � （上接1版①）
目前，我省大部分市州、县市区都

采取了应对物价上涨的措施， 按不同
标准发放了价格临时补贴， 或提高了
城乡低保保障标准和补差水平， 但并
未形成制度保障。 省财政厅相关负责
人介绍，联动机制实施后，我省物价上
涨补贴制度将实现制度化运行。 按照
联动机制规定， 若每月居民基本生活
费用价格涨幅连续3个月超过3%，将
对城乡低保对象和农村五保户等低收
入群众发放价格临时补贴； 若物价持
续上涨，连续发放价格临时补贴1年以
上（含1年），则将参照价格临时补贴标
准相应提高城乡低保保障标准。 价格

临时补贴原则上按月发放， 具体标准
由各地根据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情
况， 结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财力状
况提出意见， 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
实施。同时，我省还将逐步建立失业保
险金标准和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
制， 及时根据最低工资标准的变化和
物价上涨情况调整失业保险金标准。

记者还了解到， 为缓解因物价上
涨给学生带来的生活压力， 今秋开学
后，省财政还将安排971万元，对全省
普通高校全日制在校本专科生和研究
生中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 发放临时
生活补贴，按照每生每月20元的标准，
补贴3个月（2011年9至11月）。

（紧接1版②）这种新型的耕作
机具，采用国内首创的橡胶履
带行走机构，与北方的大型轮
式耕作机具相比，具有整机接
地压力大幅降低，不伤硬泥层
的特点，特别适合南方水田持
续耕种，且犁后平整度碎块均
匀度更高，耕后不用耘耙就可
种插。 与南方的小旋耕机相
比，效率提高近4倍，而且行走
平稳，安全性能高，驾驶舒适。
同时 ， 该产品具备 “一机多
用”、“一机多能”的特点。可一
次性完成旋耕、开沟、起垄、播
种、施肥等作业，节省耕种时
间，提高耕种工效，可广泛应
用于麦地、烟草地、蔬菜地以
及水稻田的旋耕和整地作业。

南方水田泥脚深浅不一，
且多为小丘块。生产一款适合
南方水田旱土的耕种机，一直
是我省农机生产厂家和科研
院所的梦想。省农机鉴定站高
级工程师汪友祥介绍，“龙舟”
牌履带自走式旋耕机是我省
耕种机划时代的产物，发展前
景不可限量。

省法制办主任 许显辉
本报记者 罗新国 摄

本报8月11日讯 （通讯员 陈渝枫
记者 何国庆）8月10日，普通高校招生
本科三批（B）录取结束，该批次实际录
取新生23592人（含追加计划）。 至此，
今年普通高校招生本科阶段的录取画
上圆满句号。今天，省教育考试院提供
的最新统计显示， 今年全国高校在湘
共录取本科新生155848人 （含提前录
取本科、预科班），本科录取率达 41%，
高出去年3个百分点，创下历史新高。

我省普通高校招生本科阶段录取

从7月9日开始，至8月10日结束 ，历时
33天。 包括本科提前批、本科一批、本
科二批、本科三批（分A、B两段）。 今年
本科各批次录取期间， 省教育考试部
门积极做好招生学校的服务工作，争
取学校向湖南多投招生计划。 各招生
学校对湖南生源情有独钟， 录取期间
纷纷追加招生计划， 各批次实际录取
人数均比计划有大幅增加， 其中本科
一批增加2158人， 本科二批增加5879
人，本科三批增加1941人。

41%，本科录取率创历史新高
今年本科共录新生155848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