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月19日讯 （记者 刘也
通讯员 胡海军 牟建平）1月15日，
在津市市城区孟姜女大道路段，覃
某开的小车因故意遮挡车牌号被
交警拦下，覃某受到记12分处罚。 1
月1日至15日， 常德交警部门共查
处超速、闯红灯 、不系安全带等交
通违法行为3132起, 其中超速1820
起、 占用快速公交专道1200起、其

他112起， 所有违法行为均严格按
照新交规给予处罚。

从1月1日新交规实施以来，常
德交警部门在城镇区域和国省县
乡道及辖区高速公路出入口等处，
设立检查点及安排流动巡逻，并依
托GPS监控系统，对全市机动车超
员、超速、疲劳驾驶、闯红灯等交通
违法行为开展大查处。

常德半月查处交通违法行为3000多起

本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骆力军

1月14日，宁远县湾井镇圩日。 集
市一个角落里，人们排成了“长龙”。原
来， 该镇朵山村两委组织本村书法协
会6名会员，现场泼墨为群众义务写春
联。

“我家有两个猪圈4头大肥猪，每
个猪圈都要贴春联，给我写两副吧！ ”
50多岁的王大娘急切地对书协会员吉
英杰说。吉英杰手起笔落，两副短联一

气呵成———“肥猪”、“满圈”。
那边，70多岁的马大爷开始 “抱怨”：

“你都要了2副了，该帮我写了。 ”前面一个
30多岁的妇女已经拿到一副对联，还要给
她妹妹家写一副。

“这位大爷已经等了很久了，这副
先给他了。 ”已经连续书写30副春联的

村书协主席吉新成给马大爷 “开了绿
灯”。马大爷手捧“丰稔龙年留喜气，小
康蛇岁溢春潮”春联，看了又看。

不知不觉 ，时间已到12时，人们
才渐渐散去。 会员们共义务书写春联
309副。 “能有机会给大家义务写春联，
心里很开心！ ”65岁的吉正清很有成就

感。
组织这次活动的朵山村党支部书

记吉中全告诉我们：“朵山村2310人中
有760人勤练书画，有近百余件作品获
得省级以上奖励。 村里还成立了全省
第一个村书法美术协会。 我们每年都
开展义务写春联、送春联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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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春联

(紧接1版②) 十届省政协以来的5
年，是我省人民政协历史上最好的
发展时期之一。作为十届省政协主
席，能和大家在人民政协这个舞台
上，共谋改革发展之计 ，同商富民
强省之策， 合建和谐稳定之言，是
难得的机缘，也是一生中难以忘怀
的一段岁月。 对大家5年来给予的
大力支持和帮助， 内心十分感动，
也十分感激。

胡彪说，新老交替是客观规律，

人民政协事业也只有在新老交替中
才能不断前进，长盛不衰。不管退与
留，不管过去、现在和未来，我们热
爱政协、关心政协、支持政协事业发
展的情怀不会改变，我们共事5年中
用真诚凝结的友谊也不会改变。衷
心祝愿新一届省政协在中共湖南省
委领导下， 为进一步开创湖南政协
工作新局面， 实现中共十八大制定
的宏伟蓝图和省第十次党代会确定
的奋斗目标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邵阳市 阴转小雨 7℃～11℃
湘潭市 多云转小雨 7℃～12℃

张家界 小雨 4℃～7℃
吉首市 小到中雨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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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市 小雨 3℃～9℃
益阳市 小雨 5℃～10℃

怀化市 小雨 6℃～9℃
娄底市 小雨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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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19日讯 （记者李文峰 通讯员
梁晖）昨天，株洲市芦淞区委、区政府
召开政风行风、 优化经济环境暨机关
效能社会公众测评大会，特邀300名社
会公众人物，对区直、区辖46家部门、
单位政风行风、 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和
机关效能工作进行评议，并对检察院、
法院和13个乡镇（街道）优化经济发展
环境和机关效能工作进行测评。

近年来， 芦淞区把民主评议政风

行风置于事关党的建设与优化发展环
境的高度来认识，不断改善政务环境、
投资环境，强化纠风措施，加大社会监
督力度，形成了抓评议就是抓环境、抓
服务、抓发展的共识。 去年，芦淞区着
力提高行政效能，改善窗口服务，形成
公开透明、规范有序、廉洁高效、便民
利民的政务环境，吸引各地投资芦淞、
建设芦淞。

此次参与测评会的300名社会公

众人物，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城乡
居民代表、企事业单位代表、行风优化
监督员、个体工商户代表、民主党派及
党外人士代表组成。 评议内容涉及服
务大局 、依法行政 、干部作
风、办事效率、服务态度、政
务公开 、诚信守信 、清正廉
洁等8个方面。 根据最终测
评结果， 将奖优罚劣。 对排
名前列的给予奖励。 对排名

末位的单位主要负责人， 由区纪委对
其进行诫勉谈话， 单位年终不能评先
评优，并采取相应措施，促使其尽快整
改。

公众评 测评更民主

本报1月19日讯 （记者 朱章安
通讯员 李英姿 江勇） 泡一杯清茶与
老乡们话家常，在乡镇食堂就餐，到企
业生产一线了解实际困难……新年伊
始，衡阳市各级干部短会议、简活动、
深调研蔚然成风。

为进一步转变干部作风， 衡阳市委
最近出台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 密切联

系群众的10条规定， 要求各级党政部门
精简会议活动、减少会议数量、严控会议
规格，可开可不开的一律不开，并减少对
基层检查评比和考核验收，严禁“搭车考
核”和“越权考核”；严控文件简报，控制
发文数量，没有实质内容、可发可不发的
文件、简报一律不发；深入基层调研要少
作指示、多听群众说话，少开汇报会、多

看现场； 直接与群众打交道的部门要限
定最短工作时限……市委、市政府主要
负责人率先垂范，经常深入基层调研，轻
车简从，简化安排，扑下身子解民忧。 市
作风办将执行10条规定情况纳入党风廉
政建设责任制检查考核内容， 对违反规
定者严肃处理。

今年以来， 衡阳市精简会议30%。

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由过去两天“浓缩”
为半天，不悬挂气球、不摆放鲜花，没
有警车开道，不搞代表视察，所有发言
者“讲短话”。年终检查考核尽量精简，
各级干部深入基层，帮助农村、企业、
项目点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
实的利益问题700余起，走访慰问困难
群众近3万人，赢得了群众好评。

新规出 干部作风转

1月18日，刘
巾志高兴地亲吻
帮扶民警。 当天，
怀化市河西学校
五年级学生刘巾
志、 丁宏来因成
绩优异， 各自得
到了帮扶民警奖
励的 1套世界名
著和1双运动鞋。
自去年下学期开
始， 该市新园派
出所民警结对扶
助河西学校五年
级的贫困留守儿
童。
罗运山 罗胡纯

摄影报道

本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杨晓 朱敬望

历经两年艰苦扶贫攻坚，昔日
贫穷落后的辰溪县伍家湾乡石家
塘村面貌一新。

“小山村能有今天的变化，都是
省教育厅建设扶贫工作组用心血汗
水换来的！”近日，记者来到石家塘
村，说起工作组，村民们称赞不已。

瓶颈打破了
2011年初，由省教育厅牵头组

建的省建设扶贫工作组进驻石家
塘，肩负起治“穷”重任 。工作组立
足村情，经广泛座谈论证 ，确立了
“变”策，即通路、拉电、改水，倾力
打破基础设施瓶颈。

过去 ， 村民外出走的是羊肠
道，生产生活物资祖祖辈辈靠肩挑
手提，一遇溪流涨水或冰冻就断绝
了与山外的联系。为此，县委常委、
工作组组长贺星辉多次赴省市县
相关部门跑项目 、争资金 ，想方设
法筹措了320万元， 为村里修了一
条长9公里、宽4.5米的水泥路。

继清理整治5公里灌溉渠道后，
工作组又争取市、县电力部门支持，
投资60余万元实施了农网改造工
程，彻底解决了电压低、刮风下雨就
停电的问题， 电价也由原来每千瓦
时近2元下降到0.65元； 实施了人畜
安全饮水工程， 从8公里外引来山
泉，村民们告别了“抢水”历史。

腰包鼓起了
“山高坡陡依种田 ，喂鸡换油

盐，养猪图过年。”这是昔日石家塘
村经济落后的写照。

工作组进村后，巧做兴村富民
文章。先搞好务工创收 。多方协调
劳动、扶贫等部门，先后将村里120
多名青壮年劳动力培训后输送至
沿海地区务工创收，每人每年收入
2万元以上。同时 ，培育特色产业 。
重点发展生猪和土鸡养殖、耐旱优
质稻与中药材种植等 。目前 ，全村
共发展种养大户20多户，年出栏土
鸡2万多只， 种植中药材200多亩、
名优瓜果1000多亩。还筹资30多万
元，在村集体林场分批栽种松、杉、
油茶等苗木。

工作组进村当年，全村人均纯
收入达到2500元，比2010年增加了
近2倍。去年，全村人均纯收入达到
3200元以上。

“光棍”减少了
先前因为贫穷和交通闭塞，村

里女孩一个劲外嫁，外面女孩又娶
不进来 ，村里大龄 “光棍 ”有50多
位。

工作组驻村后，通路、通电、通
水工程相继竣工，产业开发渐见成
效，村里光棍汉相继交上了 “桃花
运”，10多位大龄单身汉先后娶亲，
小山村里喜宴办了一场又一场。

6组光棍汉蔡兴荣是最先娶媳
妇的。因为家贫 ，年逾42岁的他一
直过着单身生活。贺星辉将其列为
自己的帮扶对象， 扶持他买了1匹
马从事木材、 木炭和砂石运输，当
年获利近4万元。经人介绍，他从板
桥乡中溪村娶来了新媳妇。

山村巨变
———辰溪县伍家湾乡石家塘村建设

扶贫侧记

� � � � （上接1版①）
继2008年6月建成我省首条成品

油输送管道———岳长株潭成品油输油
管道之后， 湖南石油再次大手笔投子
布局， 总投资近40亿元的长娄衡郴成
品油输油管道已开工建设，预计今年5
月可建成通油， 届时该公司管道输送
将占市场供应量75％以上，全省“3+5”
地区将实现管道直供油料， 解除长期
以来受制于水路、铁路的瓶颈，我省成
品油运销历史上一个全新的管道时代
即将到来！

据潘桂妹介绍， 为更好地服务于
湖南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中国石化
集团还决定加快新粤浙天然气管道入
湘建设。“十二五”期间，湖南石油将发
力天然气输送管道支线建设和下游终
端市场开拓， 着力发展城区CNG加气
站和高速公路LNG加气站建设， 为我
省“四化两型”建设加“油”鼓“气”，提
供更加高效的能源支撑。

诚信为本，擦亮品牌
长沙大道加油站， 湖南石油员工

统一身着蓝色工作服，庄严举起右手，
向全社会郑重承诺： 保证做到诚信经
营、优质服务、计量准确，自觉接受社
会监督……

2012年3月19日，由省质量技术监
督局与湖南石油联合举办的 “共同推
进‘诚信计量’、‘每一滴油都是承诺’”
主题活动在庄严的誓言下启动。

在历年来的各级油品数质量监测
检查中，湖南石油保持了100%的合格
率。

按照 “质量永远领先一步，服务
永远领先一步”的方针，湖南石油全面
加强数质量检测体系建设， 探索应用
了成品油公路配送信息化管理、 双向
铅封管理、发油计量自动化、全自助加
油等一系列技术革新，对油品入库、储
存、出库、运输、加油站接卸、销售、保
管等环节实现全程控制， 构筑起一道
道“防火墙”。

在湖南石油，有一群人被称为“神
秘顾客”。其主要职责是以明查暗访方
式，对加油站的规范服务、数质量管理
等进行全方位检查。

“不仅社会聘来的监督员，我们零
售管理中心所有工作人员都是监督
员，怀揣公司特制的督查证，可对省内
大小加油站进行监管。”据了解，湖南
石油去年组织开展了17次全省性的督
查活动，对发现的问题现场整改，并对
照规范化管理条例，录制 “反面教材”
录像片供学习警示。

管理源自细节。不少顾客清楚，湖
南石油加油站像酒店一样也有星级分
类。根据综合考评、加油量、棚罩面积、
车道数、加油枪数等数十项标准评定，
全面、细致、具体、严格。目前共评定达
标站406座，三星级站122座、四星级站
50座、五星级站11座。

该公司加油站星级管理不搞终身
制， 除每季度统一对星级加油站进行
一次交叉互评检查外， 还开辟了公司
领导巡检督查、新闻媒体监督、群众投
诉举报和神秘顾客暗访等不间断、不
定时的督查渠道，实行“跟踪示范到位，
跟踪检查到位，跟踪奖罚到位”的动态

管理，有不合格的一律摘牌或降级。
号称“中国石化第一站”的五星级

站———昭山服务区加油站， 位于京港
澳高速长潭段，他们以诚信为本，主动
帮助司机解决困难， 司机与油站结下
不解之缘，“昭山” 品牌也由此在全国
传播开来， 加油站销售量自从开业后
节节攀升 ，2012年再度蝉联全国陆路
最大销量的加油站， 先后被共青团中
央、全国总工会授予 “全国青年文明
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荣誉称号，
去年又被评为中石化销售企业唯一的
优质服务标杆加油站。

这座加油站仅是湖南石油旗下
1500多座加油站诚信服务的缩影 。三
湘大地上， 中国石化的一座座现代化
油库和加油站， 像一道道亮丽的风景
点缀城乡，给消费者带来全新体验：品
类齐全、价廉物美的“易捷”便利店；方
便、快捷、省钱的汽车美容店；不用下
车就可购餐的麦当劳“得来速”餐厅；
一卡在手 ，全国加油的加油 IC卡等
等……哪里有需要， 哪里就有湖南石
油的身影， 中国石化成为湖南人民出
行加油的首选品牌。

责任如山，真情似海
“中国石化脚踏三湘大地，喝着四

水甘泉， 奉献社会是应该的。” 湖南石
油把回报社会作为长期坚守的信念，在
企地和谐的篇章中写下了精彩一页。

湖南是农业大省， 湖南石油从保
障粮食供应安全的高度出发， 定点定
向供应，做好农用柴油保供工作。

抓布点， 在县域范围内设置11座

油库、农村加油站891座，安排配送油
料罐车66辆，单次运力1100吨。

抓服务。春耕生产期间，组织配送
车送油到田间地头、 安排固定站点对
农业实施集中灌桶。“双抢” 作业展开
后，采取专车配送、流动加油方式建立
保供通道，切实方便群众。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是湖南省
贫困人口最多的山区。从2002年起，中
国石化集团公司及驻湘企业每年都向
凤凰、 泸溪两个对口扶贫县捐赠扶贫
资金，并派专人进行扶贫项目开发。凤
凰县天麻乡地处偏远，多年来，百姓出
趟村往往要翻山越岭， 步行1天。2009
年10月16日， 由中国石化集团与湖南
石油共同捐资建设的天麻乡公路宣告
全线贯通，结束了乡民“大山锁门，致
富无望”的历史。

2012年5月， 在保靖县葫芦镇，湖
南石油再度出资300万元捐建敬老院
一座。

像这样慷慨捐赠， 湖南石油并非
偶尔为之。近5年来，该公司先后为扶
贫助教、自然灾害、贫困地区和社会公
益事业捐款捐物累计达5000多万元。

“目前我们仅加油站就吸纳了近
10000名就业人员，其中绝大部分是下
岗再就业和农村务工人员。”潘桂妹介
绍。

“十一五”以来，湖南石油累计投
资超百亿元，缴纳税费近50亿元，为湖
南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天地有域，行者无疆。在科学发展
的道路上， 湖南石油人将在三湘大地
再创辉煌。

本报1月19日讯（记者 徐亚平 通
讯员 徐佳 李卓 ）“将野生动物保
护纳入区政府2013年度绩效考评
范畴。 ”昨天上午，岳阳市岳阳楼区
政府在全区范围内启动了集中打

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的
专项行动。 当天，区工商、林业公安
联合岳阳湿地环保促进会、市江豚
保护协会检查了餐饮场所，收缴了
2只河麂、10只野鸭、71只斑鸠。

岳阳楼区亮剑保护野生动物

芦淞区

衡 阳

� � � � (上接1版④)
“比如拆迁工作 ，要求白天上

门上户 ，晚上要搞协调 ，上级派人
来推动，最后真正上门上户的基本
上多是社区
工作人员 。”
张国庆感到
很无奈，“希
望能多为社
区 干 部 考
虑， 让我们
把时间真正
花在为居民
服务上。”
【感言】

上面千
条线 ， 下面

一根针。社区是最直接为老百姓服
务的地方 ， 希望各方为社区减减
负， 让社区工作人员腾出时间来，
更好地为社区居民服务。

(紧接1版③) 希望你们越演越好，努
力探索杂技艺术的市场化之路，为
文艺院团的改革提供有益的经验。”

据了解， 省杂技团于2012年4
月17日彻底告别事业体制，正式挂
牌成立了省杂技艺术剧院有限责

任公司 。转企改制后 ，省杂技艺术
剧院将重点从过去的国际演出市
场转变为国内旅游定点演出市场，
建立了“政府扶持、企业合作、院团
合一 ”的院团运行模式 ，取得了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