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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盼农机维修不闹心
本报记者 段云行 通讯员 曾德新 廖广隆

“这些年，农机的普及推广，使我们干农活省事多了，再也
不愁缺劳动力了！”

“只是，我们也遇到了一些新的麻烦，我们缺乏保养维修
知识，作业时机器坏了，便不知道咋办了，找不到会修理的师
傅，也很难买到零部件。要想更换零部件还需到厂家去，来回
至少要折腾五六天，耽误农事，真的是急得直跺脚。”

2月5日，记者在新化白溪横岩管区吴家台村采访新春备
耕情况时，农友们大赞农机，也道出了他们的愁心事。

“2006年，我买了一台收割机，因买不到配件,早就搁置生
锈报废。2011年， 我家又购置了一台收割机，2012年9月在使
用时，有个零件坏了，走遍新化都买不到相应的配件。蛇年，我
最大的期盼是农机服务更贴心， 如果能及时解决买不到零部
件、找不到修理师傅的问题，我们种田人就放心了。”农民陈崇
平道出了自己的期盼。

近年来，用于田间作业的农机越来越多。到2012年底，新
化境内拥有插秧机146台、耕整机18455台、中小型水稻收割
机328台，农机的使用大大降低了农民的劳动强度，提高了生
产效率。

“其实，我们也希望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只是每个农机零
部件的售价一般只有几元钱，利润低，需求少，商家没多少兴
趣。”听着农民们的期盼，同去的一位农业干部叹息道。

“这个问题真的让人一筹莫展吗？”记者问。
农友们纷纷道出了他们的想法。

“如果财政能给予适当补助，吸引商家到乡镇设立集农业
机械、 零配件供应于一体的销售网点， 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
吗？”一位四十出头的中年男子说。

随后，人群里又传出一个响亮的声音：“可以由政府扶持、
农机局牵头，在每个乡镇设一个农机维修站，每年免费培训农
机操作员和维修师傅， 他们可教农机手一些简单的基本保养
和修理知识，便可解当务之急。”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热烈地讨论着，想出了许多“良策”。
这些想法，就是他们对农机服务的新期盼。

记者感言：近些年，农机进入农村的速度越来越快，然而，由
于极少专门的农机配件店，每一台机器坏了后都只能“回娘家”，
找原厂要配件，既麻烦又费时，适时开设农机配件店，既是农民急
需，也是一大商机，有关部门和商家可以闻风而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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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信访问题处理在最基层”
徐守盛看望慰问信访系统干部职工

本报2月6日讯 （记者 田甜 唐婷） 今天上午， 省委副书
记、 省长徐守盛来到省信访局， 看望慰问干部职工， 并向全省
信访系统干部职工致以新春祝福。

省委常委、 省委政法委书记孙建国， 副省长盛茂林参加看
望慰问。

上午9时， 徐守盛走进省信访局接待大厅， 与来访群众面
对面交谈。 徐守盛嘱咐工作人员， 要热情接待来访群众， 认真
受理他们反映的问题， 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正当权益。

徐守盛指出， 过去一年， 全省信访系统广大干部职工兢兢
业业、 默默无闻， 为反映人民群众的诉求、 维护人民群众权益
做了大量实事， 为保持全省和谐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

徐守盛强调， 信访工作是基础工作， 基础不牢， 地动山
摇。 各级党委、 政府要高度重视信访工作， 畅通信访渠道， 形
成一级支持一级， 一级响应一级的工作机制。 要不断加强基层
基础工作， 推动信访工作重心下移、 关口前移， 真正把信访问
题处理在最基层、 处理在萌芽状态。 要以改革的思路， 积极创
新信访工作方法， 结合实际建立完善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
制、 诉求表达机制、 矛盾调处机制和权益保障机制。 要把重点
放在突出问题的处理上， 对重点上访、 重复上访的人和事做到
心中有数， 解决好重点群体的合理诉求， 进一步解决因政策不
完善、 不衔接、 不落实造成的问题， 实现案结事了、 息诉息
访。 要进一步加强信访干部队伍建设， 增强解决复杂问题和做
好群众工作的能力， 能解决的问题要及时解决， 不能解决的要
讲清道理。

省政府秘书长戴道晋参加看望慰问。

长沙电厂多方调煤保电

省会春节用电无忧
本报2月6日讯 （通讯员 李秀云 赵阳 记者 李伟锋） 春节

临近， 用电量最大的省会长沙电力供应如何？ 记者今天从华电
长沙电厂获悉， 该厂日发电能力0.3亿千瓦时， 现库存电煤40
万吨， 可确保机组40天以上的用煤， 春节期间省会长沙电力供
应充足。

长沙电厂总装机容量达120万千瓦， 是省会长沙电力供应
的主力电厂。 但电煤供应受限， 影响其正常发电。 去年以来，
省直机关工委、 省经信委将其列为开展创先争优的对口支持单
位， 多方协调该厂缓解电煤困局。 一方面向国家相关部委协调
落实电煤来源,帮助解决电煤运力； 同时支持该厂通过“海进
江” 方式， 从水路运进电煤。 （下转6版①）

本报记者 唐善理

“在永州乘出租车一律不打表。”有
乘客打电话向记者反映。

2月6日上午8时， 记者在永州市委
机关附近， 坐上了一辆尾号为807的蓝
天公司的出租车到市财政局。“不打表，
10元钱”，司机说。“打表不就是4到5元的
路程吗，为什么收这么多？”记者问。“从
过小年那天开始就这样了， 我们这里的
出租车现在一律不打表。”司机说。

下车后， 记者又坐上了一辆尾号为
928的万众公司的出租车，从财政局到豪

廷酒店，“10元钱，不打表”，司机说。也是
同样的路程。

在市体育中心大门口， 记者与一位
正在等出租车的周女士聊起了天。 周女
士告诉记者， 她刚刚上了一台永成公司
的出租车，由于要求打表而遭拒载。她要
去火车站，司机开价30元。“本来只要10
多元就够了。” 周女士说，她经常往返于

体育中心与火车站之间， 最近出租车载
客都不打表，收费一般在20元以上。

跟周女士一起等车的一位先生说，永
州中心城区的士上车就10元起步，乘客要
求打表就遭拒载，司机半路上经常随意停
车加载客人，上车不打表，收钱不给票的
现象司空见惯，市民对出租车意见很大。

记者以一个乘客的身份致电蓝天出

租车公司， 工作人员说：“春运期间出租
车的确存在不打表等违规行为。 出租车
产权都归私人所有， 我们很难限制他们
个人的一些违规行为。春节期间，多收个
一块两块钱，大部分人应该也能理解。出
租车不打表我们不允许， 但发现了也只
能批评教育， 我们不是政府管理部门和
执法部门。”

（下转6版②）

本报记者 曹娴 李伟锋
通讯员 刘玉晖

一封感谢信，替代团拜会
2月6日，农历十二月廿六，逼近年

关。
当记者拨通华容县人民政府驻长

沙办事处主任黄金的电话时，他已离开
长沙回到了华容县。

记者很是诧异： 以往这个时段，正
是黄主任忙得脚不点地的时候，他要代
表当地政府感谢上级机关，拜访当地在
省会工作的方方面面“人物”，组织老乡
团拜会、 座谈会……今年为何会如此

“清闲”？
电话那头，黄主任朗声笑道，今年

县委、县政府响应中央和省里“厉行节
约、反对浪费”的号召，取消了以往每年
都要搞的团拜会、座谈会。仅团拜会，以
往每年就要摆上二三十桌，现在改为邮
寄一封感谢信、一张反映华容一年来工
作成就的光盘就办妥了，既减少办事处
的工作量，也节约了开支。

无独有偶。据记者调查，今年年关，
全省10多个市州均取消了以往每年年
关都来长沙举行的答谢会、 团拜会等，
有的就是群发一条感谢、 祝福短信，解
决了以往要花上几天才能完成的事。

企业也不例外。记者在大唐电力湖
南分公司采访发现，该公司将一年一度
的工作总结会和职工代表大会，两会合
一， 会期也由以往的两天缩短为半天；
而且所有会议资料均为双面打印。如此

一来，费用减少一半以上。

团体订餐缩水，舌尖上的
浪费减少

岁末年初，公务宴请、单位团拜、企
业年会……轮番上演“舌尖上的盛宴”，
本是餐饮行业一年中最火爆的时期。

然而，春节前夕，一场“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的强劲之风，让长沙各大酒
店的生意瞬间冷清了不少。

2月6日，中午12时，长沙的徐先生
临时邀约几位朋友聚餐。本以为年前这
个时段很难订到位子，让他感到意外的
是，不仅顺利订到了松桂园附近金太阳
湘君楼一个10人座位的包厢，而且还有
好几个包厢可供选择。

（下转10版②）

编者按
目前，我国各种浪费现象触目惊心，

其中， 公款浪费更是危害很大， 影响很
坏。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批示要求 “厉行
节约，反对浪费”。这体现了中央改进作
风八项规定的新要求， 反映了广大干部
群众的呼声和愿望， 表明了我们党狠刹
不正之风、 倡导文明新风的鲜明态度和
坚定决心。

“历览前贤国与家， 成由勤俭败由
奢。”人无俭不立，家无俭不旺，党无俭必
败，国无俭必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批示精神， 加大厉行勤俭
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宣传引导力度，大
力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
大力宣传节约光荣、 浪费可耻的思想观
念，聚合崇俭抑奢的正能量，营造风清气
正的好氛围，努力使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在全社会蔚然成风，按照中宣部、省委宣
传部的要求部署，本报特开辟“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 专栏， 从今天起推出连续报
道。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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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月6日讯 （记者 邓晶琎 孙振华 通讯员
吕高安） 大岳高速1标段农民工李春明， 今天高兴地
领到了近万元工资， 准备回临湘桃林老家过年。 截
至1月底， 奋战在我省高速公路建设一线的40多万
农民工， 已按时足额领取了2012年共60亿元工资
款， 政府投资高速公路项目无一例欠薪投诉。

据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 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局
长吴国光介绍， 为确保所有参加政府投资高速公路
建设的农民工工资及时足额发放到位， 省高管局采
取了一系列硬措施， 如建立农民工工资保障金专户、
成立局与项目部两级清欠办、 公布24小时投诉电话
等。

从2008年起， 我省高速公路建设中， 在全国率
先启用农民工工资保障金制度。 每一家中标施工单
位， 在开工前须在指定银行建立专户， 按工程合同
额的1.5%至3%， 预存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金。 截至
2012年底已缴纳保障金26亿元。

“如果施工单位拖欠工资， 业主可动用该专户，
先行代理支付； 如果专户中金额不足， 则从应付该
施工单位的工程款中扣除。” 省高管局财务处处长汪
小平介绍。 2011年， 长沙绕城高速某标段曾发生一
起拖欠工资事件， 项目部在核实情况后， 从该标段
保障金专户中扣取100万元用于支付农民工工资。
在被扣除保障金后， 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施工单位，
业主则约谈施工方的法人代表。 去年省高局与项目
部共约谈施工方法人代表120次。 如约谈无效， 则
向施工方的开户行出函， 请银行配合采取行动， 降
低施工方信用等级， 冻结其银行账号， 直至列入
“黑名单”， 取消今后参与全国工程投标资格。

为让工资及时发放到农民工手中， 省高管局还
创新农民工工资支付方式。 以往， 农民工领取工资
通常要从包工头手中领取现金， 包工头“卷款而逃”
事件时有发生。 现在， 工资通过银行卡支付， 使无
良“包工头” 无空子可钻。

2月 6日上
午 10时 ， 车 辆
在长沙市湘府
路湘江大桥上
通行。 经过2年
多的建设 ， 该
桥主桥当天建
成通车。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湘府路湘江大桥通车

相关报道见3版

年关劲吹节俭风

本报记者 李光华 通讯员 沈琴 蒋睿

湘潭九华经济技术开发区2012年经济统计报表
日前出炉：技工贸总收入，工业总产值，财税总收入等
主要经济指标，同比全都增长42.5%以上。刚刚过去
的一年，“九华”全线飘红。

“九华”飘红并非偶然。回眸5年来路，其主要经济
指标全都保持着年均42.5%以上的增幅。

是什么力量推助着“九华”一路高歌猛进？1月23
日，“九华” 党工委书记喻湘接受采访时说：“双轮驱
动”，开辟了九华阔步前进的康庄大道。

涌现三大产业集群
这里的工业园区，是湖南省的旅游基地。虽是隆

冬，却“春色一片”。在绿阴簇拥、成环成网的宽阔公路
上，运送着产品的车辆来往穿梭；在公路两侧，鳞次栉
比的厂房里， 各类加工机器昼夜不歇发出欢快的音
符。

触景生情，管委会主任谭浪说，这就是托着“九
华”高速前行的第一个“轮子”。历经9年打拼，“九华”
拥有的近200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支撑起了汽车及
零部件、现代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等三大产业集群。在

“九华”2012年的成绩单上， 这三大产业集群贡献了
400多亿元工业总产值。

5年前， 在湘潭城西到沪昆高速公路之间那片数
平方公里的地盘上，最显眼的还只有开发区行政大楼
一座楼房。 现在，“新都汇”、“九华大厦”、“翰林居”等
一座座高楼耸入云端。 在纵横交错的宽阔公路两侧，
一个个建筑群拔地而起。

九华人自豪地说，这就是托着“九华”高速发展的
又一个轮子。历经4年打拼，“九华”形成的这片近4平方
公里的新城，承担起了服务工业和居民的责任，成为三
产业迅速发展
的引爆点。
（下转10版①）

2月6日， 长沙市天心区坡子街街道八角亭社区党总支开展
新春送温暖送精神食粮活动， 把新党章和党的十八大相关资料
送到社区65名老党员的手中， 并与他们一起学习。
本报记者 郭立亮
通 讯 员 黄 浩

摄影报道

永州的士不打表
春节出租车市场亟待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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