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2月26日讯 （记者 邓晶琎）
今天下午，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召开的
全国14个省市ETC联网开通仪式电
视电话会议上， 湖南等14个省市高速
公路ETC区域联网正式开通。 这意味
着ETC车主可“一路不停车”畅行14个
省市，免去收费站排队缴费的麻烦了。

会上，交通运输部联网中心相关

负责人介绍，目前，全国共有26个
省份按照国家标准开展了ETC系
统建设， 共建成ETC专用车道
7600余条，用户超过1300万。

本次联网的14个省市为北京、
天津、河北、山西、辽宁、上海、江苏、
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山东、陕西、
湖南， 覆盖5.2万公里高速公路，建

成ETC专用车道6659条，比2013年
底增加32%； 用户总量909万，比
2013年底增加59%。

省交通运输厅党组书记、厅长
刘明欣介绍，目前我省ETC用户已
达115万，跃居全国第三。

按计划， 明年9月底将基本实
现全国ETC联网。

一路畅行不停车
14个省市高速公路ETC联网，我省ETC用户达115万，跃居全国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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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26日讯 （通讯员 邹
太平 记者 乔伊蕾） 元旦、 春节将
至。 记者今天从省纪委获悉， 为营
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省纪委出
台“十二个严禁” 规定， 防止“四
风” 反弹， 确保节俭清廉过节。

省纪委要求全省各地各部门各
单位和各级党员干部： 严禁用公款
购买赠送烟花爆竹、 烟酒、 花卉、
食品等年货节礼 （慰问困难群众职
工不在此限）； 严禁用公款购买、

印制、 邮寄、 赠送贺年卡、 明信
片、 年历等物品； 严禁用公款搞相
互走访、 送礼、 宴请， 或者以汇报
会的形式搞联谊等； 严禁借各种名
义组织和参与用公款支付的旅游、
度假和高消费健身、 娱乐等活动，
或者将走亲访友、 外出旅游等非公
务活动纳入公务接待范围； 严禁出
入私人会所吃喝玩乐、 接受和持有
私人会所会员卡； 严禁以各种名义
借节日之机突击花钱和违反规定发

放奖金、 津贴、 补贴、 实物； 严禁
违反规定收受各类礼品、 现金、 有
价证券、 支付凭证和商业预付卡
等； 严禁违反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
理规定； 严禁参与任何形式的赌博
活动或以赌博的形式收受财物； 严
禁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 严禁违
反规定组织达标评比、 检查考核和
节日庆典活动； 严禁党政机关在春
节后上班第一天燃放烟花爆竹等扰
民行为。

据了解， 节日期间， 省纪委将
认真开展纠正“四风” 监督检查专
项活动， 灵活运用明察暗访、 交叉
检查、 “点穴” 式检查等工作手段，
严肃查处“四风” 方面存在的违纪
违规行为。 对顶风违纪的单位和个
人， 严肃追究有关领导和责任人的
责任， 典型案例予以通报或公开曝
光； 对监督检查活动中敷衍塞责、
走过场的或弄虚作假的， 严肃追究
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本报12月26日讯 （通讯员 唐
龙海）今天上午，省人民检察院召开
党组扩大会， 最高人民检察院巡视
组组长国家森向省人民检察院党组
反馈巡视情况。 省人民检察院党组
书记、 检察长游劝荣主持会议并讲
话。高检院巡视组副组长张汝杰、申
泰岳及巡视组成员出席会议。

根据高检院统一部署，今年9月
19日至10月30日，高检院巡视组对
省人民检察院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进
行了巡视。 巡视组认为，2012年以
来，在高检院和湖南省委的领导下，
湖南省院两届领导班子全面落实高
检院和省委的工作部署， 各项工作
取得了新进展。 换届后以游劝荣同
志为班长的新班子是一个创新、务
实、 奋进的好班子。 新班子政治坚

定， 紧紧围绕大局谋划和推进检察
工作，规范检察权运行，提高检察机
关执法公信力， 扎实推进党风廉政
建设和自身反腐败工作， 全面加强
党组自身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积
极稳妥推进检察改革， 促进了检察
工作不断创新发展。 巡视组也指出
了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了五个方面
的意见和建议， 要求认真研究反馈
意见，落实整改任务。

游劝荣表示， 对高检院巡视组
的意见，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党组完
全赞成、坚决拥护、照单全收，并将
在规定期限内认真整改落实， 努力
强班子、带队伍，推动湖南检察事业
迈上新台阶。

高检院巡视组还将向湖南省委
反馈巡视情况。

本报12月26日讯 （记者 段涵
敏 通讯员 彭萍） 近日， 2014年
度“中国十大口碑医生” 在北京揭
晓。 湖南省肿瘤医院肿瘤整形外科
专家周晓教授当选， 成为湖南省唯
一获此殊荣的医生。

据悉， 该活动由中国医学论坛
报主办， 旨在评选出同事、 同行、
患者中获得一致好评的好医生。 经
过医院推荐和同行间的互评两轮筛
选， 再进入大众微信投票环节， 最
终圈定前10名为“中国十大口碑
医生”。

周晓教授现任湖南省肿瘤医

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为了让肿瘤
患者活得更有颜面，他曾带领团队
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肿瘤整形外科
研究室，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肿瘤整
形外科，为肿瘤的术后修复重建提
供了新的治疗模式。2005年12月，
在曹谊林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世
界首例自体骨髓干细胞构建组织
工程骨，修复下颌骨肿瘤术后缺损
的病例，成为组织工程领域临床应
用的经典案例。2014年， 由该团队
承担“乳腺肿瘤整形双百工程”，支
持100例乳腺肿瘤整形手术， 获得
了业内及患者的好评。

本报12月26日讯 （记者 邓晶
琎）今年火车票延长预售期至60天
以后，网上“囤票”现象激增。12306
铁路客服中心昨晚对此发布公告，
自26日起禁售行程冲突（指同一乘
车人的乘车时间出现交叉）车票，以
打击不法分子谋取非法利益、 在网
上囤票倒票的“黄牛”行为。

在“火车票预售期提前60天”
以及“提前15天退票不收取退票费”
新规下，2015年春运，“囤票” 不再
是黄牛的专属行为。 许多无法确定
放假时间的普通乘客也加入其中，
甚至出现了“囤票族”，现在他们开
始忙着退掉多余的“囤票”。也有人
抓住机会开始抢购别人的退票。

不少业内人士和媒体纷纷呼吁
打击这种利用规则漏洞的“囤票”行
为， 建议进一步改进现行火车票售
票规则。

12306昨晚对此发布公告，自

12月26日起，售票系统将不接受行
程冲突的购票。 如果旅客已经购买
当日车次车票， 再次购票时被提示
与前次购票行程冲突， 已购车票必
须办理改签或退票， 然后才能重新
购票。

公告称，根据国务院颁布的《铁
路安全管理条例》，对车票所记载身
份信息与所持身份证件或者真实身
份不符的持票人， 铁路部门将拒绝
其进站乘车。

铁路部门提醒旅客， 不要使用
他人身份信息购票乘车， 也不要购
买载有他人身份信息的车票， 以免
造成经济上的损失，影响行程。

记者了解到， 铁路公安机关近
期破获多起利用他人身份信息在网
上囤票倒票的案件， 如果旅客发现
自己身份被冒用，可以随时举报。除
了报告铁路公安机关之外，12306
网站上也将增加举报功能。

本报12月26日讯 （记者 邓晶
琎 通讯员 胡富君 杨帆） 今天，
全国首个智能物流园海驿物流园
落户长沙干杉镇。 今后， 入住该
物流园的每辆配送车辆上都将安
装GPS定位系统， 货物可全程监
控。

该项目总投资20亿元， 园区
由5大功能区域组成： 智能立体仓
储、 智能配送货场、 物流商务指
挥中心、 全封闭式智能停车场、
配套商务区。

海驿物流公司董事长唐丽介
绍， 海驿物流还与中科院云计算
中心、 中国人民大学联合研发云
服务平台， 创建了国内首个物流
诚信体系平台。 签约园区的物流
企业都必须进行诚信体系认证，
客户可根据诚信等级选择不同的
物流企业， 园区将为用户承担诚
信风险。 这将使银行、 保险机构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规避风险， 也
为物流企业加速信息流、 资金流
的整合和高效运转提供了保证。

全省集中开展
消防安全督查

发现并整改
火灾隐患5479处
本报12月26日讯 （记者 于

振宇 通讯员 陈苹） “发生火灾
后， 应立即拨打119火警电话， 利
用灭火器、 消火栓等扑救初期火
灾 ， 并组织顾客从安全出口逃
生。” 12月25日晚至26日凌晨，
省政府组织专项行动小组， 在长
沙市区开展消防安全督查。

检查组一行先后检查了长沙
乐和城、 新麦克量贩式KTV、 水
木年华酒吧等人员密集场所的消
防安全情况。 在乐和城， 检查组
一行首先检查试验了商场的防火
卷帘是否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正常
开启， 发现防火卷帘能够正常运
行。 接着， 来到乐和城内的新麦
客KTV， 细致检查了室内消火
栓、 包厢内逃生疏散示意图等消
防设施， 仔细询问员工是否知晓
发生火灾后的处置方法。

据了解， 12月25日晚至26日
凌晨， 全省161个消防执勤中队主
战车全部上街开展执勤巡逻， 全
省公安机关共出动3451个检查组、
9097余名公安干警， 采取联合执
法、 重点蹲守等方式， 开展拉网
式消防安全检查， 共排查社会单
位及场所7935个， 发现并整改火
灾隐患5479处。

本报12月26日讯 （记者 李文
峰 通讯员 李竞雄）12月25日20时
28分，由南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
司研制的HXD1D型准高速大功率
交流传动客运电力机车， 双机重联
牵引联挂20节车厢的Z106次（乌鲁
木齐—济南）客运列车，从乌鲁木齐
南站徐徐驶出， 驰骋上千里兰新高
铁， 成为全国唯一上高铁线路运用
的电力机车。

该趟列车于今日中午12时21
分抵达兰州，较最快的“T”字头特
快列车节约4个多小时。HXD1D型
客运电力机车“中国红” 的靓丽外
形，今后将成为千里戈壁、大漠的一

道流动的风景。
据了解，HXD1D型客运电力机

车最大功率7200千瓦，最大牵引力
420千牛，可以持续时速160公里巡
航。目前，已有351台HXD1D型机车
配属到全路7个铁路局的8个机务
段。 兰新高铁又名兰新铁路客运专
线， 与既有兰新铁路形成双线并行
的格局， 原有的兰新铁路线将逐步
改为以货运为主的运输线路。 兰新
高铁东起兰州，西至乌鲁木齐，途经
西宁、张掖、酒泉、嘉峪关、哈密、吐
鲁番，它有3个世界之最。

兰新高铁是世界上一次建成通
车距离最长的高铁，线路全长1777

公里； 其为世界上穿越最长风区的
铁路，线路经过新疆境内四大风区，
其中部分区段年均大于8级大风的
天气达208天， 新疆境内有防风工
程的路段占线路总长的65%。 同时
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速线路，
线路穿越祁连山脉，其中祁连山2号
隧道海拔4345米。

由于高铁线路的特殊性， 对线
上运用的机车有着极高的性能、质
量要求，HXD1D型客运电力机车首
次在高铁线路上运营， 也是兰新高
铁线路上唯一担负普速列车牵引的
机型，充分展示了“南车株机”产品
实力和服务水平。

盯紧元旦春节重要节点
省纪委“十二个严禁”坚决防“四风”

高检院巡视组向省检察院党组
反馈巡视情况

严查一人买多票行为
12306禁售行程冲突车票

“湖南神器”闪亮兰新高铁
“中国红”火车头株洲造

全国首个
智能物流园落户长沙

12月26日， 孩子们穿上爱心人士送来的棉衣， 个个笑呵呵。 当天， 资兴市志愿者与爱心人士一起， 来到该市
兰市乡中心完小， 把包含棉衣、 雪地靴、 冻疮膏等物品的 “ 壹基金温暖包” 发放到特困学生手中。 欧祖生 摄

12月26日晚，长沙理工大学学生活动中心，学生在表演孟京辉的话剧作
品———《关于爱情归宿的最新观念》。 童迪 陈催英 摄影报道

周晓荣膺“中国十大口碑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