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2月19日讯 （记者 肖建生
通讯员 许英）为扎实践行党的群众路
线，切实转变工作作风，提升工商工作
效能，更好地服务社会、服务企业、促
进我省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省工商行
政管理局近日出台便民利民10项措
施。

降低准入门槛。 按照非禁即入的
原则，允许各类中小微企业、新成立的
创业主体进入国家法律、法规、政策未
禁止的行业和领域；支持网络经济、电
子商务等新型产业的发展， 推动网络
经济做大做强。

简化办事程序。 对申请材料齐全、
符合法定形式的行政许可项目， 做到
当场受理、当场登记。 对权限内企业管
理登记， 办结期限从法定的15天缩短
为6天。

优化服务质量。 所有对外服务事

项实行一个窗口对外、一站式服务。 窗
口单位实施首问责任制、限时办结制、
延时服务制、预约服务制，窗口工作人
员做到受理咨询“一口清”、发放资料
“一手清”、受理审查“一次清”。

推进网上服务。通过湖南工商红盾
信息网及时发布涉及工商职能的政务
信息，公开办事条件、程序，提供浏览、
查询、经办等一站式网上便民服务。 开
通湖南企业登记网， 推进网上登记、网
上年检、网上咨询等网上政务服务。

减免登记费用。 在落实财政部、国
家发改委《关于公布取消和免征部分
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的基础上，扩
大免征范围，对内资企业、外商投资企
业免征开业注册登记费、变更登记费、
证照工本费， 外商投资企业免征名称
核准费； 免征个体工商户注册登记费
用，做到注册登记零收费。

支持全民创业。 在各级工商部门
办事窗口开辟创业绿色通道， 支持应
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下岗失业人员、
退役军人、残疾人、进城农民工、随军
家属、 刑释解教人员等人员自主创业
和自谋职业。 支持城乡居民利用自身
条件开办农家乐、 家庭旅馆、 休闲娱
乐、特色农产品加工销售、家庭农场。

联系帮扶企业。建立各级工商干部
与企业联系帮扶制度，开展多种形式联
系服务活动，及时为企业排忧解难。

实施上门服务。 积极创造条件，在
基层工商所开展上门年检、 上门办照
等项服务。 加强行政指导，为企业注册
登记、改制变更、商标战略、广告发
展、合同监管鉴证等提供法律、法规
咨询服务。

提升维权效能。 加强消费者权
益保护工作， 确保12315电话24小

时畅通服务， 做到有问必答、 有诉必
接、有案必查，消费者申（投）诉调处率
达100%；对重大消费投诉的处理做到
城区半个小时、 农村两个小时内赶到
现场；对事实清楚、案情简单的消费纠
纷在5个工作日内调处，案情复杂的消
费纠纷在30个工作日内调处。

改进工作作风。 落实中央、省委改
进作风规定，严格执行省局“改进工作
作风、 密切联系群众的二十条规定”，
坚决制止行政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
的现象， 严肃查处态度粗暴、 索拿卡
要、故意刁难，以及乱收费、乱罚款、乱
摊派的行为。

张晨

桃源县观音寺镇党委书记
唐述林 ，7年来 “以镇为家 ，将基
层工作当成毕生事业 ， 任劳任
怨 ”，硬是把一个乱 、难 、穷的乡
镇变成了该县的红旗单位，被当
地群众称为“霸蛮”书记，是一头
不知疲倦的“躬耕牛”。（12月16
日《湖南在线》）

“霸蛮”是一种“明知不可为
而为之”的执着，一种百折不挠、
永不服输的韧劲。 现实中，少数
干部恰恰缺少的正是这种 “霸
蛮”精神。 有的娇生惯养、拈轻怕
重 ，下乡考察脚不沾泥 ，粗茶淡
饭难以下咽；有的对群众漠不关
心 ，遇到问题绕着走 ，碰到困难
躲着走 ；有的缺胆少识 ，欺软怕
硬 ，面对黑恶势力 、地方权贵忍
气吞声 ，或赔笑讨好 ，或躲闪回
避……凡此种种，降低了干部队
伍的公信力，损害了党和政府的
形象。

“霸蛮”是一种人格魅力，凝
聚的是责任和担当。 七年来，唐
述林像一头不知疲倦的 “躬耕

牛”，践行着肩上的责任。 在观音
寺镇“近百名群众摘下镇政府招
牌， 浩浩荡荡到县政府群访”轰
动事件后， 唐述林临危受命，毅
然从组织手中接过“烂摊子”，啃
起了“硬骨头”。 虽然40刚出头就
熬白了头发， 却依然不离不弃，
无怨无悔 ， 硬是将一个人心涣
散 、民风剽悍的 “乱镇 ”“差镇 ”、
“穷镇 ”，变成了如今的 “强镇 ”、
“特色镇”，用自己的付出树立起
一面旗帜。

“霸得蛮”才能“吃得苦”。 当
下，湖南正处于加速发展的机遇
期。 在这大背景下，越是艰苦的
环境、苦闷的差事，越是要“霸得
蛮 ”，坚持得住 ，苦中作乐 ，甘之
如饴；“霸得蛮”才能“碰得硬”，面
对各种大事难事，才敢于迎难而
上，无所畏惧；“霸得蛮”才能“了
得难”。 社会事务纷繁复杂，群众
工作困难重重，更需要广大基层
干部化阻力为动力，面对复杂情
况都能做到“咬定青山不放松”，
“一根筋”坚持到底，才能完成组
织交给的重任，才不会辜负群众
的殷殷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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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 时评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整改进行时

本报12月19日讯 （记者 杨
军 通讯员 李均 ） 今天， 省委
宣讲团在益阳市举行“学习贯
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开启我省全面深化改革新征程”
专题报告会， 省委宣讲团成员、
省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 副院
长周小毛作宣讲报告。

周小毛详细解读了全面深
化改革的指导思想和总目标，
系统介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主
要任务、 重大举措以及我省贯
彻落实全会精神的部署。 报告
密切联系湖南和益阳实际， 深
入浅出， 引起与会人员的强烈
反响。

报告会后， 益阳市委常委、

市委宣传部部长胡立安要求，
要在认真学习、 深刻领会上下
功夫， 真正把思想认识统一到
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 全
市上下要切实增强目标意识、
机遇意识、 责任意识， 切实增
强学习贯彻的自觉性、 推进改
革的坚定性、 工作落实的有效
性。 要在精心组织、 深入宣传
上下功夫， 充分利用各类载体
和阵地， 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
宣传方式， 让全会精神深入人
心。 要在联系实际、 促进工作
上下功夫， 以实际行动做好全
市改革发展稳定和党的建设等
方方面面的工作， 实现益阳市
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本报12月19日讯（记者 沙兆华）“这次建
立全省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指导标准制度，是
为了发挥公共财政的作用， 使低保资金向贫
困地区倾斜。 ”12月15日以来，省民政厅派出7
个工作小组，分赴邵阳、益阳等地，对2014年
初我省即将实施的最低生活保障指导标准制
度进行督导。

我省城市低保于1997年1月建制，农村低
保于2005年1月建制。 建制伊始，各地按照当
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自行划定保障标准。
随着时间的推移， 各地保障水平差距日益明
显， 省民政厅决定建立统一的全省城乡最低
生活保障指导标准，从2014年起，确定城市低

保指导标准为330元/月， 农村低保指导标准
为165元/月，并报经省政府常务会议通过。

省民政厅救助管理局局长李文玉介绍，
今后低保资金不能像“撒胡椒面”一样撒向全
省，必须向财政状况不好，经济欠发达地区倾
斜，提高困难群众的救助水平。 目前，全省城
市低保标准低于明年指导标准的有邵阳、益
阳等6个地市，农村低保标准低于明年指导标
准的有衡阳、张家界等8个地市。 省民政厅明
确，2014年各市县城乡低保标准不得低于省
标和当地现有标准。 省民政厅目前已商省财
政厅决定，明年将加大低保资金的投入，重点
保障困难地区和困难群众。

本报12月19日讯（记者 姚学文）今天，衡
阳某药品连锁店的一位负责人很开心。 他到
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理一家新开药店的
准入手续，以前至少需要一周才能办好，今天
只用了一天就办好了， 而且工作人员态度和
气。 这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给省食
品药品监管局带来变化的一个缩影。

针对部分机关工作人员存在“门难进、脸
难看、事难办”的现象，省食品药品监管局在
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 把提高办事
效率，转变机关作风作为突破口，大力推行人
性化服务。精简行政项目，将原有的35大项行
政审批项目，精简22大项，精简率62.9%。 同
时，建立政务服务平台，推行“四个一”新政，
即一声问候、一次指路、一杯热茶、一句道别，
引导机关风气转变。

将“一声问候” 成为温馨办事的开始。
凡因服务态度受到群众投诉的工作人员将在
个人年度绩效考核中予以扣分， 一律不得评
为优秀。 将“一次指路” 成为首问制的落
实。 凡被办事群众首先找到的个人， 如属于
职责范围内的要依程序予以热情接待、 如实
办理； 如遇不属于职责范围的， 应负责向办
事群众说明原委， 告知办事程序， 并负责引
导到相应的职责岗位或处室给予接待。 将
“一杯热茶” 成为人性化的关怀。 让群众
切身感受到平等的尊重和关怀。 将“一句
道别” 成为服务型的纽带。 对于前来办事的
群众， 能够当场办结的， 工作人员会礼貌地
道别； 即便是一时难以办结或者因手续不
齐、 程序不全的事项， 工作人员也要耐心细
致地说清楚。

省卫生厅
问题、意见：病人挂号难、候诊难，

医院用药和检查不合理。
整改事项：加强医疗服务行为规范

化建设。
整改措施：
1、全面推行预约诊疗，建立省级网

上预约诊疗平台，在全省二级以上公立
医疗机构实行双休日及节假日门诊，推
进分时段诊疗、错峰服务。

2、严格执行《处方管理办法》，对处
方实施动态监测及超常预警,登记并通
报不合理处方，对不合理用药及时予以
干预，严格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

3、进一步落实同级医疗机构之间医
学检验结果、医学影像资料互认制度。 严
禁大型医疗仪器检查收入与医务人员绩
效工资挂钩，严禁检查中的开单提成。

4、 建立健全医疗服务收费管理制
度，实行服务项目和价格公示制，及时
向病人提供费用清单，提高群众医疗消
费的透明度。

完成时限：坚持长期抓落实。
责任人：陈小春

监督电话：0731-84822040、84822210

省新闻出版局
问题、意见：对新闻单位监管力度

不够，群众反映假报刊、假记者站、假记
者、假新闻现象有所抬头。

整改事项：加强行业监管力度。
整改措施：
1、与省委宣传部、省广电局联合出

台《关于进一步加强新闻管理和行风建
设的意见》， 从严加强对新闻媒体及从
业人员的监督管理。

2、 开展新闻领域违法行为专项整
治行动，严肃查处以新闻舆论监督为名
进行新闻敲诈、强拉广告、索要赞助、约
稿收费、搞有偿新闻等行为。

3、加强新闻记者管理，将查处违规
行为与记者证年度核验相结合，及时向
社会公布通过年检的记者名单。

完成时限：2014年3月前制定出台
制度规定，2014年6月前完成专项整治
工作任务。

责任人：周用金
监督电话：0731-84302568、84302685

省知识产权局
问题、意见：专利代理机构规模偏

小、管理不规范。
整改事项： 加强专利代理机构建

设。
整改措施：
1、加强专利代理人才队伍建设，出

台政策支持专利代理机构引进人才，支
持大湘西地区引进专利服务人才，鼓励
省会城市专利代理机构在欠发达地区
开展专利中介服务。

2、开展专利代理机构分类考核，继
续从发达地区引进优秀代理机构在我
省设立分支机构，形成市场竞争机制。

3、 加强监督管理，对
专利代理机构依法进行不
定期检查， 规范专利代理
行业市场秩序， 充分发挥
专利代理人协会的行业自
律作用。

完成时限 ：2014年底
前取得阶段性成果。

责任人：刘中杰
监督电话：0731-88881800

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问题、意见：部分单位服务收费行

为不规范，涉企检验检测检查过多。
整改事项：规范涉企收费、涉企检

验检测检定行为。
整改措施：
1、 进一步清理和规范涉企收费行

为，严格收费标准，严禁无项目、超标准
收费行为，严禁以任何理由向企业摊派
收费、搭车收费、打包收费、不检测收费
的行为，纠正同一部门对同一产品的重
复检测、重复收费行为。

2、制定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检验
检测检定行为的规定》， 坚决整治企业
反映检测过多问题。

3、未经省政府批准，一律不准开展
任何形式的达标评比活动。

4、优化审批流程，全面落实网上审
批制度，扩大和深化并联审批，提高行
政审批效率。

完成时限：2014年6月
责任人：秦继红

监督电话：0731-89967107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问题、意见：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

行政执法及监管不够到位，执法行为不
够规范。

整改事项： 完善行政执法纠正体
系，提高执法能力水平。

整改措施：
1、制定出台《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领域违法违规行为稽查工作管理办
法》。

2、加大稽查执法工作力度，依法查
处和纠正违法违规及损害群众利益的行
为，通过适当形式向社会公布查处情况。

完成时限：2014年2月前制定出台
管理办法，坚持长期抓落实。

责任人：宁艳芳
监督电话：0731-88950100

� � � �（本报记者 何淼玲 整理）

时代需要“霸蛮”干部

省委宣讲团在益阳举行报告会

省工商局：10项措施便民利民

第一批活动单位整改措施公布⑥

省民政厅：低保资金向贫困地区倾斜

省药监局：“四个一”转作风

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12月19日， 学生来到
67岁的孤寡老人王洪良
家中，陪他聊天解闷 。 当
天，长沙市雨花区桂花树
小学与左家塘街道阿弥
岭社区10户特困老人 、残
疾人结对，让学生和他们
建立长期帮扶关系。

本报记者 赵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