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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光华
通讯员 蒋睿 彭文君 贺卫球

在中共湘潭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
上，该市纪委作出庄严承诺：纪检监察工
作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服务发展，为
建设幸福湘潭提供坚强的纪律保障”。一
年多来，他们紧紧围绕这个承诺，向湘潭
市人民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获得了
广泛赞誉。

建立经济发展环境“110”
2012年6月9日， 长韶娄高速公路十

三标项目部向湘潭市经济发展环境
“110”指挥中心打电话：当地个别村为一
己之利而阻工，并且事态持续升级。没有
半点迟疑，“110”指挥中心派出的人员到
达现场。 经过2个多小时劝说和协调，闹
事者悄然离去， 施工现场恢复秩序。 事
后，指挥中心对该事件进行跟踪服务，加
强了后续协调处理，阻工事件再无发生，
有效保障了项目顺利推进。

近年来， 湘潭市的城市建设与产业
建设日新月异， 相伴而来的矛盾纠纷不
可避免。如何迅速而又准确地解除矛盾？
湘潭市纪委在探索中认为： 公安机关

“110”求助便捷、出警迅速、处置及时的

经验值得借鉴,于是,湘潭市经济发展环
境“110”指挥中心应运而生。该指挥中心
整合了直接服务民生、 服务经济发展环
境的热线电话，开通“12345市长热线”，
把“12342”效能投诉电话与“12345”捆
绑，安排专人全天候接听，统一交办、督
办来自各个方面的投诉。 在全市范围内
设立了企业联络点52个， 聘请了信息采
集员20名， 构建了一个175人的工作网
络，实现了市、县、乡三级全覆盖。 一有举
报，“110”人员就能迅速赶到现场，及时
对有关问题开展调查和处理。 该指挥中
心成立以来，共接听群众电话8906件，受
理3034件， 按期办结2973件， 办结率为
98%； 电话回访率100%， 回访满意率
100%。

企业“两怕”不再有
在调查中，湘潭市纪委发现，企业正

常生产经营有两怕，一是怕机关检查多、
检查乱。 二怕乱收费、乱摊派。

为解除企业这“两怕”，他们从规范涉
企行为入手，按照《湖南省规范涉企检查
若干规定》要求，向全市43家涉企执法部
门下达了《关于报送2012年涉企常规检查
工作计划的通知》， 对涉企检查备案进行
了严格的规定，同时，严格落实企业宁静

日，规范各类涉企检查行为。 往年，这些政
策也执行了， 但是去年执行得特别严，对
未及时备案的单位在全市通报批评。

湘潭市效能优化办联合市财政局、市
物价局进一步规范了涉企收费，施行涉企
（园区） 收费公示和亮证收费制度。 涉企
（园区）收费项目、标准，只有经过市物价
局、市财政局、市效能优化办审定后在市
收费公示平台或新闻媒体上公布，才能对
企业执收。2012年，全市126家执收单位的
收费项目通过了年检年审， 注销了23项，
降低标准的8项，并将所有涉企收费项目、
依据、标准在湘潭市政府门户网上进行公
布。 各单位的涉企收费执收员必须经过物
价部门培训， 取得收费员证才能上岗执
收。 收费时，出示物价部门核发的行政事
业性收费许可证和收费员证，如实填写由
物价部门统一印制的《涉企收费监管卡》，
执收单位和企业各保存一联。 企业普遍反
映收费更加阳光、透明了。

谁敢懈怠谁受罚
对于企业来说效率就是金钱。 为

提高政府机关工作效率， 湘潭市纪委
作了如下硬性规定： 入驻政务中心的
审批事项均提速2/3�以上。 政务审批
事项坚持“一站式服务、一窗式受理、

一次性告知、一条龙审批、一单式收费”
的原则。 以湘潭市委办、市政府办名义印
发了《湘潭市首问责任制 服务承诺制
限时办结制暂行办法》、《湘潭市机关及
其工作人员过错责任追究办法》，加大力
度治理机关“庸、懒、散”，提高政府服务
质量和效率。

经济环境之所以不优，存在问题屡纠
不止，主要原因就在于对破坏经济发展环
境的人和事查处不力。 去年以来，湘潭市
效能优化办加大了查究问责的力度，对高
新区政务中心春节假后第一天上班严重
缺勤、市燃气办收取封口膜费等影响机关
效能和损害经济发展环境的人和事进行
了严肃查处，全年共责任追究36人，其中
免职2人，警告处分11人，诫勉谈话13人，
通报批评7人，党内警告处分3人。

去年，湘潭市政企同心、上下合力，
在世界经济复苏放缓的大背景下， 培育
经济发展的沃土， 湘潭市的各项经济指
标都创历史新高。

本报2月6日讯（记者 张斌）“张记者，
我今天收到最大一笔个人捐款2万元，是
忘不了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佳玟捐
的。 ”今天，走进长沙湘雅三医院外科楼器
官移植中心，祁东县育贤中学老师毛传勇
一改往日的虚弱， 声音中多了几分清澈。
阿毛透露，在好心人的帮助下，自己再次
换肾急需的手术费目前筹齐在望。

今年1月20日，本报刊发通讯《请再
救一次阿毛》，为毛传勇再次换肾筹款呼

吁，引起社会各界关注。
100元、400元、5000元……在媒体的

呼吁下，不断有好心人通过转账和现金的
方式给毛传勇捐赠。 世界上成活时间最长
的高位截肢者、湘乡人彭水林看到阿毛的
新闻后，坐着轮椅来到医院，从里衣袋里
摸出200元钱塞到阿毛手中， 让现场每个
人为之动容。 长沙7旬老人张映兰身患癌
症，当她看到阿毛老师的新闻报道，被他
的勤奋、顽强和湖南新疆两地的爱心行动

所打动，自己提着水果，转了几趟公交车，
到病房看望阿毛，还将2000元爱心款送到
阿毛手上。 长沙铁笔书法家杨跃进书写了

“长沙有爱”4个字鼓励阿毛。
据了解，目前，阿毛的手术费用仅差

七千多元。 记者离开病房时收到消息，已
有爱心人士表态将负责筹集这最后部分
的款项，救助阿毛。 湘雅三医院器官移植
科主治医师牛英表示， 医院会尽全力帮
助阿毛老师做好再次换肾的手术。

本报2月6日讯（记者 陈永刚）没有
鼓乐喧天，没有通车仪式，今天上午，长
沙第9条过湘江通道———湘府路湘江大
桥悄悄地正式通车了。

湘府路湘江大桥全长2655米， 其中
桥梁全长1785米， 采用变截面预应力混
凝土钢构连续梁桥。 桥面近期按双向6车
道、远期双向8车道设计，两侧各设非机
动车道和人行道，桥面净宽32.5米，设计
车速主线50公里/小时。

记者在现场看到，2月6日向社会放开
交通的，除湘府路———洋湖大道东西主线
外，还包括东引桥对接湘江大道的两个匝
道，而西引桥对接潇湘大道的两个匝道要
到今年3月全面建成后才能放开交通。 另
外，由于人行道还有水管、护栏等一些扫
尾工程尚未完成，建议市民暂时不要步行
上桥体验。

“湘府路湘江大桥通车后，猴子石大
桥将大大松绑。 ”长沙交警部门分析，因为

猴子石大桥以南的十几公里范围内， 除绕
城高速外， 没有一座供市民出行选择的城
市道路桥梁，南长沙市民往返河东河西，绝
大多数要经猴子石大桥过江， 这使猴子石
大桥成为了长沙最堵的桥梁之一。

而今天湘府路大桥正式通车后，不少
车辆选择了该桥过江。 家住河西的魏先生
今天驾车，不到10分钟就从湘府路大桥过
了江，他开心地说，这比起走猴子石大桥
来起码节省了半个小时。

本报2月6日讯（通讯员 朱志清 潘海东 记者 陶海音）2月5
日15时07分，耒阳火车站客运党支部书记资道兰听到车站广播:
“资书记，L946次临时停车，有急救旅客，请马上做好接车准备。”

资书记接到广播后，一边拨通了耒阳市急救中心120电话，
一边组织党员胡新平、团员潘海东和熊金贵等人做好接车准备。

15时16分，120急救车到达耒阳火车站出站口处。 资书
记立即跑过去引导医护人员，抬着担架，携带急救箱，快速
进入站内，等候列车到来。

15时27分， 广州东至重庆北的L946次进入耒阳站二站
台4道， 客运值班员李杰宏与列车长迅速办理了交接手续，
资道兰、胡新平、潘海东、熊金贵和医务人员用担架将旅客
接下车，用被子盖好，马上抬上了救护车。 医生立即给她挂
上氧气和打点滴，经初步诊断，旅客患的是突发性高血压。

据悉，该旅客名叫高建英，43岁，系四川省邻水县人，从
广州坐火车回重庆过年。

16时30分， 资道兰打电话询问耒阳市人民医院急诊科刘
医生，刘医生说由于送医抢救及时，旅客的病情已基本稳定。

资道兰等人听后，凝重的脸上绽开了笑容，大家为接力
抢救一名旅客的生命而感到无比欣慰。

本报2月6日讯 （记者 陶海音 通讯员 曾波 朱志清 宋化
初）记者今天从铁路部门获悉，为满足春节期间省内短途探亲
旅客的需要，湖南铁路因春运停开的两对短途列车将陆续恢复
开行。

恢复开行的车次和时间具体如下：
2月8日至11日,长沙至茶陵2367次、茶陵至长沙2368次恢

复开行。2月9日至12日，长沙至怀化T8303次恢复开行，2月10
日至13日，怀化至长沙T8304次恢复开行。 2月12日，长沙至永
州T8301次,2月13日，永州至长沙T8302次恢复开行。

长沙公交线路春节全部营运
打的不需多付钱

本报2月6日讯（记者 陈永刚）记者今天从长沙市客管局了
解到，今年春节期间，长沙将不会停开任何一条公交线路，出租
车营运票价也不会涨价，市民打的不需多付钱，按打表计程付
费即可。

“春节期间，不停开任何一条线路。 ”长沙市客管局负责人
表示，大年二十九至大年初七，由于城区流动人员减少，部分公
交公司会适当降低30%的发车频次；大年初七，运力将恢复到
90%；正月十四之后，将恢复100%的运力。 市民对出租车、公交
车的服务有任何监督、投诉，可及时拨打0731-84303488。

本报2月6日讯（记者 黄纯芳 通讯员 梁美芝 周红杰）记者
今天从省高速交警部门获悉，今年春运以来，高速交警推出的便
民措施———交通事故“快处快结”措施在疏堵保畅工作中取得实
效。 据统计，截至目前，高速交警春运期间共受理交通事故194
起，“快处快结”处理事故58起，受到广大驾驶人的欢迎。

根据“快处快结”规定，无人员伤亡，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在
10000元以下（含），事故车辆可以自行移动、无需转运货物，当
事人对交通事故事实或成因无争议，只要满足以上条件就能采
用快处快结办法。2月5日14时20分，在京港澳高速1591公里处，
一辆奔腾小车与一辆奥迪A8追尾相撞，无人受伤。接警后，民警
迅速出警，在现场了解事故发生情况，迅速拍照、固定证据、勘
察现场后，立即着手撤离事故现场，保障了高速公路的畅通。

经济发展有沃土
———聚焦湘潭市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工作

本报2月6日讯 （记者 陶海音）
我省水运体制改革迈出重大步伐。 今
天上午， 湖南省地方海事局更名为湖
南省水运管理局并正式挂牌成立， 实
现水运建设与执法监管职能的分离，
迎来了湖南水运发展的全新起点， 也
标志着湖南构建现代水运发展体制机
制框架迈出了实质性的重要步伐。 在
挂牌仪式上， 陈健强被任命为省水运
管理局首任局长， 钱俊君被任命为首
任党委书记。

省水运管理局的成立创新了全省
水运管理体制的改革， 明确市、 县水
运建设管理职能划归交通运输局， 将
水运 （海事） 部门的主要工作职能集
中到水上安全执法监管上， 全省建立
省、 市、 县三级分级负责、 责权明
晰、 衔接紧密的政府水运建设管理责
任体系， 对加强水上安全监管、 稳定
水上安全形势， 加快现代水运发展有
着重要意义。

据悉， 我省还将按照“政企分
开、 政事分开” 的原则， 建立现代水
运投融资机制， 组建具有独立企业法
人地位的水运投融资平台， 通过市场
运作盘活水运存量资产， 为今后交通
建设重点从高速公路逐步向水运转移
搭建高效的战略支撑平台。

长沙有了第9条过江通道
湘府路湘江大桥通车

手术费用筹齐在望———

阿毛老师有望再次换肾
■报道之后

本报2月6日讯(记者 李国斌)湖南省首届网络文化节自去
年11月启动以来，13项主题活动精彩纷呈，让网友大呼过瘾，于
近日圆满收官。

本届网络文化节广泛开展评选类、文学类、网购类、摄影类
和新应用类五大类，共计13项网络文化赛事活动。 据不完全统
计， 共吸引全球逾百万人直接或间接参与各项赛事及评选活
动，收到各类参赛作品20多万件，浏览、关注网络文化节官方网
站、微博及各项赛事活动平台的网友过亿人次，再一次向世人
展示了湖湘文化的独特魅力，描绘出网络湘军的崛起轨迹。

通过网络文化节的大舞台，一大批讴歌时代精神、反映人
民心声、体现网络文化特色的优秀作品涌现出来，众多才华横
溢的网络选手崭露头角。

省首届网络文化节圆满收官

本报2月6日讯 (通讯员 邓提茂 记
者 孙敏坚)2月4日，新田县把全县所有村
支书和副科以上干部集中一起“团圆”，
聆听党的十八大精神宣讲报告，1500余
名干部接到了一份有意义的“年礼”。

春节临近， 新田县一方面给困难群
众送去物质上的需要， 另一方面给全县
干部准备精神上的“年货”，充分利用春
节期间外出人员大量返乡， 人员相对集
中之时， 邀请回乡探亲的省市专家教授
宣讲党的十八大精神， 解读中央一号文
件等强农惠民政策， 增强对中央一系列
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举措的理解。
同时，通过专家的讲课，开阔视野、启发
工作思路，为新年工作开展打下基础。

据了解，该县先后邀请市以上理论专
家6批次11人，组织辅导报告120多场次、
直接听众达20多万人， 全县上下形成了

“领导干部带头学、 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
主动学、普通群众积极学”的良好氛围。

新田给干部送特别“年礼”

20分钟的生命接力赛

3对短途列车春节期间恢复开行

2月4日，长沙市工商局岳麓分局执法人员在超市进行食品安全检查。 当天，该局在辖区内集贸市场和大型超市对粮、油、肉、蔬菜、冷冻
食品等进行专项检查。 春节前夕，长沙工商开展“红盾风暴”2013年春节食品安全专项整顿行动，打击违法违规行为。 本报记者 郭立亮 摄

高速交警春运以来受理交通事故194起

“快处快结”58起

水运建设与执法监管职能分离

省水运管理局
挂牌成立

主要职能：水上安全执法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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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春运 安全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