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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姚学文
通讯员 周智婷 刘艺

前不久， 长沙市雨花区文化产业和文化
旅游领域又一标志性事件发生： 区文化创意

产业协会成立，50余家文化创意企业成为首
批会员，“抱团” 拓展文创产业市场。 区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余宏卿说，协会成立必将给正
在快速突围的全区文化创意、 旅游产业注入
新活力。

崛起新地标

位于雨花区城市主干道韶山路与劳动路
交汇的黄金旺角， 一座高高耸立的大厦格外
亮眼。这座总建筑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的大
厦，今年6月贴上了新标签———雨花区文化创
意示范基地。基地尽管运营不久，入驻企业已
不少。其中，文化创意、设计类企业超过70%。

成立文化创意示范基地， 推动文化企业
集聚发展，在雨花区已不是第一次。

（下转9版）

湖南日报8月16日讯 （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龚卫国）“一条小微信，解决大难题。”
8月15日， 芷江侗族自治县罗旧镇石马田村
村民何小春在县信访微信公众平台， 反映她
今年缴医保费至今不能盖章，请求帮助。县信
访局将此事转交罗旧镇政府处理， 当天就得
到了解决。

走进芷江侗族自治县信访局， 见室内设
立了导访大厅、候访大厅、联合接访中心、县
长热线办、社会服务中心接谈室、网信室、微
信室等。“打造一个‘淘宝式’信访服务平台，

让政府职能部门成为平台服务‘供应商’，让
群众成为平台‘消费者’，让信访部门成为规
范平台服务的‘管理者’。”芷江侗族自治县委
副书记、县长王海涛介绍，去年10月被定为
全省信访信息化建设和网上信访工作试点单
位后，芷江大力加强“网上信访”建设，已建立
“芷江信访”微信公众号、“12345”县长热线
和“芷江信访网”3个网信投诉平台。

每逢赶集日， 芷江土桥集镇一间普通民
房常常人头攒动， 这里是土桥镇网上投诉代
理服务点。据了解，芷江在全县218个村（社

区）设立网信便民服务点，推行群众信访事务
代理制，由村（社区）干部、驻村联村干部代群
众反映问题； 在乡镇集镇设立网上信访代理
服务点，指定网信工作人员坐班代理服务。

到今年7月底，芷江网上信访量已占全县
信访量41%，网上信访事项及时受理率、按时
办结率均达100%。今年1至7月，全县到县、市、
省上访量同比分别下降16.4%、48.3%、52.7%，
进京非正常上访实现零登记。 在全省综治民
调排名中， 芷江从2014年第88名提升到2015
年第21名，今年上半年再跃升为第9名。

湖南日报8月16日讯 （记者 张湘河 ）
绿竹掩映的土家吊脚楼前、云雾缭绕的苗家
山寨里，银饰叮当、花香氤氲，络绎不绝的游
客， 把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刚刚起步的乡
村旅游搅得风生水起。今年上半年，全州乡村
旅游接待游客突破300万人次， 实现旅游收
入11.8亿元。

自治州森林覆盖率达70%以上，土家苗
寨如一颗颗熠熠发光的珍珠， 勾魂摄魄的
楚巫文化为其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该
州已有51个村寨分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

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省级星级乡村旅
游区点名录。今年来，自治州全域谋划乡村
旅游，计划整合扶贫、住建、民委、文化、旅
游等部门资金10亿元，打造“土家探源”“神
秘苗乡”两条精品线路，即以酉水自然生态
景观、土家族风情和土司文化为核心，串联
28个精品土家村寨，打造“土家探源”精品
线路；以腊尔山、吕洞山和沅江生态景观、
苗族风情和边墙军事防御文化为核心，串
联32个精品苗族村寨，打造“神秘苗乡”精
品线路。同时，保护开发60个传统古村落，

协调整治300个特色村寨，建设“烽火苗疆”
“蚩尤部落”“土司遗产”“秦简土家”“酉水
画廊”“沅水风光”6大村寨集群。

今年上半年， 自治州已在乡村旅游精品
线路建设上投入6784万元，完成旅游公路建
设262公里，开工游客服务中心17个，特色民
居改造12个村。同时，投入2272万元建设4个
生态休闲旅游村庄。 绿水青山正在变成金山
银山，已直接带动2万多贫困人口脱贫。华夏
集团、汇邦集团、消费宝集团等一批战略投资
者已签约进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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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座小村寨 串起大风景
自治州上半年乡村游接待游客逾300万人次，带动2万多人脱贫

一条小微信 解决大难题
芷江网上信访已占全县信访量41%，按时办结率100%

湖南日报8月16日讯（记者 邓晶琎）为
深刻吸取“6·26”特别重大道路交通事故教
训，有效预防和减少一般事故、坚决遏制重
特大事故发生， 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省
政府办公厅近日出台《关于加强道路运输安
全监管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全省范
围内所有道路将在9月底前展开全覆盖式
的安全隐患专项排查，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
市州将暂停交通建设投资安排和资金拨付。

《通知》要求从严格执行营运驾驶员安
全承诺制度、 大力提升车辆安全标准配置、
严格市场准入、 强化危险品全过程监管、加
强巡查管控、集中整治重大安全隐患、严厉
打击严重违法行为、实施严格问责等八个方
面着力加强监管。

《通知》明确要求，营运驾驶员在发车前
必须向乘客作出“五不两确保”安全承诺（不
超速、不超员、不疲劳驾驶、不接打手机、不
关闭动态监控系统，确保系好安全带、确保

乘客生命安全）。 营运客车必须配置足够数
量的、符合规定标准的安全锤（含2把大型破
窗安全锤）、 消防设备和两个以上的应急逃
生出口；应急逃生出口不足的，应改造密闭
玻璃窗或安装“汽车遇险车窗玻璃自爆智能
系统”。 对未按要求安装的营运客车，2017
年1月1日起禁止营运。

根据《通知》，2016年9月底前，各市州
人民政府必须对辖区内干线公路、各县级人
民政府对辖区内农村公路、高速公路管理部
门和经营管理单位对辖区高速公路进行全
覆盖式的安全隐患专项排查，对发现的重大
安全隐患必须在一周内制定整改方案，限期
整改到位。

对道路运输安全不重视、 措施不得力
或辖区内道路运输安全生产存在重大安全
隐患的市州， 暂停交通建设投资安排和资
金拨付。

《通知》全文见3版

湖南八大措施
加强道路运输安全监管
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市州暂停交通建设投资安排和

资金拨付；9月底前展开全覆盖式的安全隐患专项排查

湖南日报评论员

近日，省政府出台《关于加强道路运输
安全监管的通知》， 要求各市州和有关单位
深刻吸取“6·26”特别重大道路交通事故教
训，认真查找道路交通运输安全工作中的薄
弱环节，切实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有效预
防和减少一般事故、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
生，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世间万物，生命唯贵；百业兴旺，安全为
重。省委、省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安全生产，把
安全生产摆在全省工作大局的突出位置，近
期更是把道路运输安全作为各项工作的重
中之重，决心之大、力度之强前所未有。

近3年来，全省道路安全形势总体向好。
2015年，道路运输行车责任事故件数同比下
降50%。然而，道路运输安全的源头管理、路
面管控、“打非治违” 等方面仍存在突出问
题：一些地方安全整治雷声大、雨点小；安全
隐患排查治理不全面、不彻底；违规违章操
作时有发生，甚至直接引发安全事故。

血的教训一再警示我们，道路运输安全

是不可逾越的红线和底线， 必须花大力气、
下大功夫常抓不懈，一刻都不能放松。全省
上下要按照《通知》明确的8大监管措施，结
合“大排查大管控大整治”，彻底扭转当前安
全生产形势的被动局面。

隐患一日不除，安全一日难保。有关部
门必须切实抓好道路运输安全隐患排查治
理工作，实现隐患排查“全覆盖”，真正做到
不留漏洞和死角。

安全牢记于心，更要付诸于行。领导干部
要深入基层、深入现场，加强综合督查；执法
部门要严格执法、公正执法，加强一线管控。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有关部门要切实
制订相应考核办法，倒逼责任落实。各地要
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年度绩效考评，进一步
加大考核问责力度。

严守道路安全底线，换来的是万千家庭
的幸福。在道路安全监管这场“持久战”中，各
级各部门必须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
心和力度，始终把责任扛在肩上、抓在手上、
落到实处，坚持“人、车、路”全面发力、标本兼
治，推动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状况根本好转。

道路运输安全一刻都不能放松

雨花区文化产业增加值排名一度在长沙市垫底，
如今跃居前列———

精彩“突围”

拥抱“长三角” 赴约“沪洽周”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实习生 孙晔

中粮的大米、陈克明的面条、果秀的罐
头、土法制作的辣酱……8月16日，上海商品
展示交易中心充满了浓烈的“湖南味”，236
家湘企带着1500多种正宗湘味正式亮相上
海，开始了湖南名优特新商品展示交易周活
动，由此也拉开了“沪洽周”的帷幕。

展示面积达15400余平方米
“湘品入沪”———湖南名优特新商品展

示交易周活动，是今年“沪洽周”的重头戏之
一，以“湘品入沪、沪湘融合、创新共赢”为主
题，今年活动的场地总面积、参展规模都创
全国各省份历年来在沪名优商品展示展销
之最。

据省商务厅副巡视员刘飞介绍，本次活
动采用“1+26”的展示展销模式，共设主会场
1个，分会场26个，展示面积达15400余平方

米， 其中主会场总展销展示面积4476平方
米，26个分会场均分布在上海市核心商圈和
有代表性的销售渠道。湖南粮食集团、中粮
米业、隆平高科、果秀食品、中茶集团、克明
面业等236家湘企参展，参展产品1500多种。

“活动对于参展企业的筛选非常严格。”
刘飞介绍，参展产品以中国驰名商标、中华
老字号、中国地理标志产品、湖南省著名商
标等为主，除了质量过硬，还要口碑好，遭遇
过质量投诉的坚决不让进入。

铺平湘企入沪的通道
“今年‘沪洽周’，我们要向上海朋友推

荐果秀的新产品。”在“湘品入沪”主会场，湖
南果秀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阳国秀向记者
展示了公司的最新产品， 这是一款黄桃罐
头， 每一罐产品都拥有一个二维码身份证，
可追溯其果源、生产、销售等信息。

（下转2版）

名优湘品闯上海
———“湘品入沪”拉开沪洽周帷幕

新华社甘肃酒泉8月16日电 2016年8
月16日1时40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世界首颗量
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发射升空。这将使
我国在世界上首次实现卫星和地面之间的
量子通信，构建天地一体化的量子保密通信

与科学实验体系。
本次任务还搭载发射了中科院研制的

稀薄大气科学实验卫星和西班牙科学实验
小卫星。 量子卫星发射入轨后将进行3个月
左右的在轨测试，然后转入在轨运行阶段。

相关报道见16版

我国成功发射世界首颗
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

导读

8月16日， 天气高温炎热， 湖南省公安消防部队特勤中队2016年实战化训练
比武竞赛， 在省消防总队培训基地举行。 比赛包括400米综合体能训练操、 100米
消防障碍、 攀登挂钩梯操、 10层负重登楼操4个单兵项目， 百米梯次进攻操、 初
战快速出水控火操、 救助技术综合操3个合成项目。 全省14个市州420名消防官兵
参赛。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周小雷 摄影报道

高温酷暑练精兵

湖南通报20起典型案件给人警示———

违反组织人事纪律，得不偿失！

改革最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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