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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17日讯 （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陈苹）中秋、国庆“双节”来临，
全省公安消防部队全力部署， 采取各
项措施，全力消除火灾隐患，确保节日
期间火灾形势稳定。

全省各地消防部门结合本地区实
际和节日火灾特点， 加强了对“多合
一”场所、可燃物资仓库、易燃易爆场
所等重点单位的消防监督管理， 重点
加大对宾馆饭店、 商场市场、 旅游景
点、 娱乐场所等人员密集场所的消防

安全检查力度， 督促落实防火巡查等
消防安全措施， 及时发现消除火灾隐
患。 对节日期间举办的大型群众性活
动，各地提前介入，主动服务，严格督
促主办单位落实各项消防安全防范措
施。 全省各地对排查出的火灾隐患和
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实行“零容忍”，对
不具备消防安全条件、 严重威胁公共
安全、易造成群死群伤火灾的场所，坚
决依法予以查封或责令停产停业，严
防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本报9月17日讯 （通讯员 曾妍
瞿德雄 记者 张斌） 今天，湖南法院涉
港澳台司法协助专题培训在省高级人
民法院举行。 这是我省法院第一次专
题就涉港澳台司法协助业务进行全省
范围的培训。

近年来， 涉港澳台司法协助工作
量尤其是对台司法互助案件呈逐年增
长趋势， 有的法院和法官在实际办理
和有效管理上还存在着对规章制度理
解不深、办案质量参差不齐、办理效率
不高等问题， 影响和制约了湖南涉港
澳台司法协助工作的效率和效果。

省高院要求， 全省各级法院要强
化管理意识， 贯彻落实好有关工作制
度，要采取通报、奖惩等有效措施，树
立程序意识， 准确把握相关工作办理
流程， 努力抓好涉港澳台司法协助工
作的归口管理和组织队伍建设， 夯实
工作基础。

本次培训内容包括涉港澳台司法
互助工作的概况、实务操作流程，以及
现场答疑等。 参训人员包括全省各级
法院主管院领导、 涉台司法互助协议
联络人和代理联络人， 长沙地区法院
的相关人员。

本报记者 陈勇 周勇军 李寒露
通讯员 鲁文

9月10日， 在津市市政府网站
上，《津市市城乡客运环线实施方案
（征求意见稿）》 开始公开向社会征
求意见， 市民群众纷纷就线路、运
力、车辆、安全、监管等问题，提出自
己的看法和意见。

今年以来， 该市已就城市道路
改造、市容环境管理、殡葬管理改革
等行政决策举行听证会或座谈会6
次，有10位群众代表5次旁听市政府
常务会议， 依法行政正成为该市优
化经济发展环境的重要抓手。

权力关进“制度笼子”

津市市委、市政府认为，抓依法
行政，就是抓发展环境；建设法治政
府，就是打造持久竞争力。

近年来，该市先后出台《津市市
政府工作规则》、《“三重一大” 事项
集体决策实施办法》、《市政府重大
决策听证制度》等制度，把权力关进

“制度的笼子”。 全市所有有行政执
法权的单位100%公布了各自的行
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 接受公众
监督。今年上半年，该市城管局在整
治占道经营过程中， 按照自由裁量
权基准，“一把尺子量到底”，纠正和
清理占道经营60处（次），实施行政
处罚5件，城管执法零冲突，换来市
容市貌大变样。

去年9月，津市市工商局执法人
员根据群众举报， 对当地食品经营
户周某某的一处面粉堆放仓库进行
现场检查，发现有食品污染源、有霉
变生虫的面粉等， 随即采取就地封
存的强制措施。 周某某擅自转移被
查封的面粉并销售， 津市市工商局
于当年11月作出对其罚款29000元
的行政处罚决定。周某某不服，将津
市市工商局告上法庭。

津市市人民法院最近判决：原
告擅自转移查封的面粉和销售霉变
生虫面粉的违法事实清楚， 被告整
个执法程序过程并不违反法律的规
定。依照我国《行政诉讼法》相关规
定，判决如下：维护津市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
津市市工商局副局长苏红岩向

记者表示，面对当被告，他们当成知
法懂法、提高执法能力的课堂，相关
办案人员都被派去旁听庭审， 回来
后还组织模拟法庭， 扩大学习。同
时，出台《行政许可事项告知‘一口
清’制度执行办法》、《关于明确工商
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的处罚案
件范围的通知》等文件，进一步规范
权力运行。

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实行《执法
过错责任追究办法》，日审核，周点
评，月考评；国土、药监、卫生计生等
部门接连出台内部规章，限权治权。

在服务上多做“加法”

在津市， 经常可以看到市交通
局运管处工作人员到出租车公司、
上的士车找司机攀谈的情景。 变上
访为下访，寓管理于服务，是他们此
举的目的。

一段时期以来， 该市居民投诉
的士乱收费现象增多， 运管处跟车

调研，反复听取各方意见，去年9月
联合市发改局、物价局、法制办等部
门，向市委、市政府提出调整的士运
价体系方案。 新的规范办法实施以
来，实现了经营者、消费者和出租车
公司三赢， 今年1—8月市民投诉同
比下降4成。

津市市党政领导认为，“推行依
法行政，就是要落实《湖南省政府服
务规定》，在管控上多做‘减法’，在
服务上多做‘加法’。”

湖南鑫源钢套有限责任公司生
产的三鑫牌钢套畅销国内市场，并
远销东南亚，产销形势红火，组织生
产忙不赢， 企业负责人淡忘了品牌
意识。今年上半年，津市市工商局在
一次例行检查中发现了这个问题，
当即提醒企业重视此事， 并帮忙请
代理机构为其注册品牌， 现在企业
正积极申请境外注册， 保护知识产
权。

依法行政带来津市经济社会发
展软环境改善。今年截至目前，该市
签约招商引资项目25个， 财政总收
入同比增长15%。

本报9月17日讯（记者 邹靖方）
今天， 省总工会在长沙发布全省
女职工12项创新成果。 友阿股份
的“杨佳快速收银通道”等12个项
目榜上有名。

另外11项创新成果为： 中联
重科的基于GPS及GPRS技术的
工程机械远程信息管理系统；湖
南移动的基于智能识别、 动态适
配的信息资产综合安全管控平
台；青岛啤酒（郴州）的降低千升
酒煤耗； 常德纺机的研究夹簧生
产的新方法； 株冶集团的优化生
物法处理重金属废水工艺， 提高
外排水新标一次合格率； 闪星锑
业的锑冶炼中砷碱渣与二氧化硫
烟气综合回收清洁工艺； 江麓机
电的SXD09多功能履带式森林消
防车的研制； 天雁机械的高铁动
车组冷却风机； 绣云土家绣庄的

张家界绣云土家刺绣工艺；吉
首大学的杜仲功能成分开发与
应用； 湖南省儿童医院的早产
儿视网膜病变诊治和眼球生物
学指数随访等。

女职工创新成果发布活
动， 是省总工会第七轮“芙蓉
杯”竞赛活动主题之一。全省各
级女职工组织积极组织开展
“五小”（小革新、 小发明、 小创
造、小设计、小建议）活动、QC成
果发布、 合理化建议等各类创
新竞赛活动700多场， 全面发
掘、收集、展示、表彰各类女职
工创新成果，全省共收到市（产
业）级女职工创新成果项目400
余项，市州、产业工会共举办创
新成果发布会17场，150项女职
工创新成果被授予市（产业）级
女职工优秀创新成果奖。

本报9月17日讯 （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马艳青） 昨天， 在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农十师184团的辣椒种植基
地，6000多亩红艳艳的“博辣红牛”迎来
了全国蔬菜专家的“检阅”。试种至今短
短3年，凭借显著优势，这个来自湖南的
早熟干椒杂交新品种已种植近万亩，逐
渐成为新疆早熟干椒的主栽品种。

近年来， 新疆以制干椒为主的辣
椒产业发展势头强劲， 成为全国最大
的干辣椒生产基地之一。制干椒，最讲
究辣椒色红味辣水分少， 需要辣椒赶
在无霜期前温度尚高时成熟， 还要求
成熟期集中，便于机械采收。新疆原有
的主栽品种急需升级换代。

在国家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的
资助下，湖南省蔬菜研究所、湖南兴蔬

种业有限公司组织成立了全国著名辣
椒专家邹学校为首的科研团队。经过5
年攻关， 该团队从湖南双峰优良资源
中选育出自交系作母本， 与河北鸡泽
辣椒杂交形成的“博辣红牛”，遗传了
“父母”的多种优势，自2011年在新疆
试种成功后，种植面积连续3年大幅度
增长， 至今已突破8000亩， 亩产值在
4000元以上。

与当地原有主栽品种红安六号、
湘辣4号相比较，“博辣红牛”早5-25天
成熟，且能同时红熟，干物质含量接近
2成，辣椒素和红色素含量均高出10个
百分点以上，产量也高出8%至10%。

可喜的是，“博辣红牛” 已走出新
疆。据统计，至今该品种在全国累计推
广5万余亩，为椒农创收2亿余元。

“软环境”提升竞争力
———津市市推进依法行政纪实

全省女职工创新成果发布
“杨佳快速收银通道”等12个项目榜上有名

省高院举办涉港澳台
司法协助专题培训

消防部门加强“双节”火灾防控

9月17日，双峰县甘棠镇木排村茶场山顶上，村民在挑运红砖，兴修排水
沟和防火隔离带。该村实行大户承包方式，将连片850亩荒山荒土用机械重新
翻耕，划分成10000多块梯土，为冬季兴造油茶林基地做准备。 乃继辉 摄

湖南辣椒新品种新疆“当家”
邹学校团队5年攻克“早熟”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