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14年9月17日 星期三要闻2

责任编辑 易博文 版式编辑 刘岳

!"#$ !" #$%

! % "# &'( "$ ) %$ *+ #$,-./01
23456789:;<=9>?@ABC9@AD
E+FG67HIC67#JKL+M'NOPQRS
TU<+VWXY1PZ[\67]^_

T̀U<ab40c=2PNOde+fghi
jk.+lmno=9P'pjkqrst.u vAB
wMwxy#$+=9zU{p|+}p~'( & )
��( ' )+�p~�( ( )��� ) )+����
j\���+������'�u

�b���+<'����+<����'��
����+�� ¡¢£¤¥¦�¢§¨©ª«¬<
�+¬®�¯°°P±²³u ´Gµ5@¶·P#
$¸¹º»¼½¾¿+b�M'À���ÁÂ+ÃÄ
¤¥ÅÆ_

Ç�=2ÈÉ+�£ÊGËÌÍÎÏ�ÐÑLÒ

ÓPÔÕÕ+��noÖÇ×'VWØÁÙÚ+AB
ÛÜÝÛÞßdàáâVu ¬̀TU<�ãÊäP�
'XåæPÔçè+éáoêëìíî+ïðñXò
Xê¹Xu vABó+̀ áo±ô��£�¬õ½ö÷
øÇÊäùÐjk+�júñ'noûüõ.Æýd
|þÿ+no�!"#d$�%2d&u v#$'kÐ
()Y*�+45qê,-+û¹./20123�õ
45678@P!9u

ÖX=2ÈÉ+:¢;<+�+=;>?@-A
Ã¬d'+MÄX¾wP·Bfu AB�£CTD'
�+noE-FG+HÄfÆ+>I+=;àøf<u

ABJI+K�ãLMP=;øNXº»P6
7OPQ̀ R©+ST÷Ud'ÃX�£?@+VÖW
XhYnoZJ�Ç+ [\./0405]^_+`
Ã¤¥$¼aYÉbc+def '$ ghijêklq
êbcP+efcmhn *+$gu v

=;'kosÖÇ+p�ãêq2Q̀ Iwr�¤

¥Ås+ntÃ�uÆvw v
ADENx=;)̀ R©+ à�S´G "$ yPz

â+{Æ|��£¤¥Å+TU<'¤¥Åû�±ô
P+q}�X~ô��Ã��+hi{��P���u �
ó+ê�Ã¤¥��£��c�!P����u v

��PU��Ç�ô+=;ê�x�X+�øX
'$ghiuADE��d��XU�eh��I�h
iØ\+àI�=;�� ¡u

¢GP]^+no�¶£X¢�Ð�¤�¥Èx
P¦§�@+x¨X�õc¬B©Pfgª«}¬�
u

�®]^�Ç¯j " £ô¥j+#$°¸±±�
ã²³+AB´óIXh�cµ¶·P]^X+¸¹
&ºk��»t8¢¼+½¾»qt¿¢¼ù Y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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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希
通讯员 李真明 龙朝阳

9月16日上午， 家住长沙市开
福区的年轻妈妈张娟， 非常满意地
把驾考培训费交到了驾校收费处。
她告诉记者： “现在驾考培训是明
明白白消费、 轻轻松松学车。”

今年5月， 长沙市交通运输局
针对群众提出的驾培机构服务质量
不高问题， 进行整改。 决定学员先
培训后付费， 学员自主选择教练
员、 自主选择培训时间， 如果教练
或者驾校工作人员出现“索、 拿、
卡、 要、 吃”， 或者教学服务态度
恶劣、 培训课时不到位等情况， 学
员可以拒付该课时培训费用。

在今年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中， 长沙市用公开、 公示的方式
形成倒逼机制， 把群众迫切需要解
决的问题通过网站、 媒体公示， 列

出时间表， 向社会做出公开承诺，
让群众监督。

长沙市19个部门将收集到的关
系群众切身利益的95个问题及整改
措施集中公示在媒体上， 落实具体
整改责任人和整改时限， 公布监督
电话， 其中54个问题将在本月底完
成。 同时， 长沙还将各职能部门承
诺情况全部上传到“星辰在线” 网
站， 并开通网上投票平台， 请群众
对职能部门承诺及整改情况进行评
价， 已吸引近40万网民参与测评，
网民各类留言达到4000多条。

物业管理和服务水平不高、 物
业维修资金使用难， 是长沙现在许
多小区普遍存在的问题。 在整改过
程中， 长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
会通过收集群众意见， 创新物业管
理机制， 组建全市物业小区矛盾纠
纷调处中心， 大力提高业主委员会
组建力度， 全市各个小区业委会组

建率已由去年的28%提高到40%。
长沙市住建委负责人表示， 为解决
维修基金启用表决难的问题， 长沙
市开通网络投票表决和手机终端投
票方式。

长沙市教育局在网络和报纸媒
体上公示了群众反映强烈的招生不
公、 择校过热等突出问题， 出台系
列整改举措， 规范招生行为。 今
年， 学校违规招收外地优秀生得到
有效控制。 公办学校单独或与社会
培训机构联合或委托举办以选拔优
秀生源为目的的培训与考试被禁
止。 学校以建校费、 教育基金会等
名义向学生家长收取与招生入学挂
钩的各类捐资助学费、 赞助费和择
校费也得到控制。 该局局长王建华
向社会公开承诺： “凡发现长沙市
属学校未按规定招收外地学生， 可
直接打手机， 向我举报。”

面对百姓提出的医院重复检查

多，老人、残障人士等困难群体看病
不方便的问题，长沙市卫生局给出了
市直各医院间对大型设备检查、检验
结果实行互认制度，并认可省部级医
院相关检查及检验结果，同时开辟绿
色通道服务老人和困难群众。该局负
责人表示，此项整改已于8月底完成，
现在长沙市民拿着一家市级或省部
级医院的检验结果，就能在全市所有
的市级医院得到认可。

网民提出了简政放权、缩短项目
审批时间的意见，湘江新区今年专门
出台《优化建设项目行政审批流程办
法》， 将房建类项目审批时限由42天
缩短为19天，市政类项目由49天缩短
为32天。除此之外，长沙市还通过对
违规公车进行强力收缴、 公开拍卖，
有效解决了问题单位讨价还价、违规
公车禁而不绝的问题，对腾退办公用
房安排其他单位入驻，解决了一些单
位观望徘徊、搞假整改的问题。

本报9月16日讯 （记者 王曦）9月14
日至15日， 实事助学基金会理事长朱蕤
一行来到吉首市考察， 继续安排今年在
湘西的助学项目， 并设立实事助学基金
国家级贫困县杰出教师奖。省委常委、省
委秘书长韩永文陪同考察。

实事助学基金会是由朱镕基同志以
其全部著作版税设立的公益性团体，首批
4个项目于2013年9月初在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正式启动， 投入资金99.49万元
对吉首市丹青小学、丹青中学和河溪中学
进行资助，4个项目分别为：扶持奖励特困
学生，扶持奖励杰出教师，为学生设立营
养餐；为学校食堂添置设备，目前资金已
到位82.08万元。14日，实事助学基金会与
我省签署第二批援助项目，决定继续对丹
青小学、丹青中学和河溪中学进行资助。

15日上午， 朱蕤一行先后来到丹青

小学、丹青中学和河溪中学实地考察。正
值营养餐时间，吃着鸡蛋，喝着牛奶，啃
着饼干， 孩子们红润的脸上洋溢着满足
的笑容。学校老师介绍：“1杯学生奶+1个
鸡蛋+1份饼干” 是每个孩子每天一定享
受到的标准。为了把资金用好，三所学校
精心组织，建立严格管理制度。每次配送
必向送货商索取配送单和卫生合格证，
分发前记录好批次货号， 班级领取登记
数量，学生领取自己签名。同时，学校还
为营养餐专门建立台账，物资何时到达、
数量多少清清楚楚。 朱蕤对学校的这种
工作态度表示赞赏， 并叮嘱他们将制度
坚持落实，确保一切万无一失。

看着健康开朗的孩子们， 韩永文感
叹道，教育是立国之本，孩子是希望之所
在。希望学校要珍视机遇，把资金用在刀
刃上，让孩子们得到关怀、享受实惠。

发现、传播正能量
首届湖南省青年微电影大赛启动

本报9月16日讯 （记者 于振宇 通讯员 赵紫伦）
今天下午， 由共青团湖南省委、 中国移动湖南公司联
合举办的“G客G拍·向上向善” 首届湖南省青年微电
影大赛在长沙理工大学云塘校区启动。 大赛致力于通
过鼓励青年化身G客， 参与编创、 拍摄优秀微电影，
引导青年发现传播向上向善的正能量。

启动仪式上展播了一些青年导演的微电影片花，
在场的大学生与青年导演开展了亲密互动， 90后大学
生导演夏梦怡分享了自己的故事。 今年， 22岁的大三
女生夏梦怡肩挎一台被行家笑称“菜鸟级” 单反的佳
能650D， 行走长沙、 怀化、 重庆三地， 跟拍一位瑞
士籍音乐家， 将一路拍摄的300余小时素材， 剪辑成
一部20分钟的音乐纪录片。 这部历时3个月制作的音
乐纪录片 《隐居中国》， 入围了2014年法国巴黎青年
短片电影节， 7月15日至19日在法国巴黎进行了展映。
值得一提的是， 夏梦怡就读于湖南大学艺术设计学
院， 并非科班出身的她， 已拍出两部纪录片， 其处女
作 《外国人在长沙》 更是在网上爆红。

据了解， G客G拍是中国移动视频基地推出的一
个视频原创品牌平台， 为广大的视频创作者提供了一
个展示平台， 此次大赛的作品将会在该平台展播。 此
外， 此次大赛覆盖了全省100多所高校， 作品征集时
间持续到10月31日， 将以市州为单位举行市州分赛
区初赛， 胜出的团体和作品将参加全省总决赛。

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整改进行时

编者按
为做好第二批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 践 活 动 整 改 落
实 、 建 章 立 制 工
作 ,本报从今天起，
开辟 “深入开展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整改进
行时” 专栏， 对一
些地区、 单位整改
典型紧扣反对 “四
风” 主题， 开展专
项整治、 深化整改
工作的好经验、 好
做法， 进行宣传报
道， 以推动教育实
践活动务实真改 ,
取得让人民群众满
意的成果。

我省首次截获
双棘长蠹

本报9月16日讯 （记者 彭雅惠） 今天， 记者从
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获知， 日前该局工作人员在长
沙机场对一批巴基斯坦进口货物查验时， 截获检疫性
有害生物“双棘长蠹”。 这是我省首次截获该外来有
害生物。

当这批从巴基斯坦进口的货物运抵长沙准备通关
时， 检验检疫人员发现其木质包装上有虫孔、 虫道虫
粪等钻蛀性害虫危害的迹象， 因此现场取样剖检， 截
获大量活体昆虫成虫、 幼虫。 经实验室鉴定为双棘长
蠹、 褐粉蠹， 其中双棘长蠹 （非中国种） 为检疫性有
害生物。

据了解， “双棘长蠹” 是杂食性害虫， 全世界约
50种， 源于泰国、 斯里兰卡、 印度等东南亚国家，
现已在美国、 哥伦比亚等北美部分国家定殖。

目前， 已按规定对进境的染疫木质包装进行焚烧
销毁处理。 据悉， 今年1至8月， 检验检疫部门在我省
各口岸截获有害生物2536种次， 同比增长3倍多。

“开门”搞整改，让问题无处可逃长
沙

9月16日上午， 隆回县工业园， 本地村民在企业上班。 该县原本是一个劳务输出
大县。 近年， 该县大力实施 “筑巢引凤” 工程， 完善服务体系， 健全保障机制， 不断
优化农民工回乡创业环境， 同时引进50余家外资企业落户。 目前， 全县已有3万余名
农民工返乡就业。 罗理力 摄

实事助学基金会
来湘安排第二批助学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