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湖南日报12月12日讯 （记者 欧金玉 通
讯员 曲超瑛 )近年来，湖南夯实基层基础，
创新体制机制，全省信访工作取得了显著成
绩。 记者从12月9日召开全省信访工作会议
上获悉 ，2016年我省群众评价满意率达
86%，处于全国先进行列，得到省委、省政府
充分肯定。

全省各级始终坚持把信访工作摆在政治
和全局的高度来统筹推进。省委、省政府从加
强组织领导、源头预防、责任追究等方面着手，
相继出台了《关于建立健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
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若干制度的意见》
《重大决策信访稳定风险评估办法》《信访事项
复查复核办法》《关于进一步加强县市区信访
工作的意见》《信访工作责任追究办法》等一系

列法规文件和配套措施，为做好新时期信访工
作提供了坚实基础和有力保障。

各级党委政府把信访工作纳入了重要议
事日程，做到与经济社会发展同部署、同推进、
同考核；坚持综合施策、标本兼治，推动解决了
大量信访突出问题。 综合运用法律、 政策、经
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调解、疏导等办法，努
力解决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把信访问题
作为现实的民生问题，既坚持领导带头接访包
案来推动事要解决， 更注重发挥政策效力，从
政策层面成批解决信访突出问题，着力从源头
预防减少了信访矛盾的发生；以法治引领信访
改革，提升了信访工作整体效能。

各级围绕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完善信访工
作制度”的目标，以“阳光信访”“责任信访”“法

治信访”为重点，深入推进诉访分离、依法逐级
走访、依法分类处理、网上信访等改革措施，进
一步畅通和拓宽了信访渠道，依法界定和规范
了信访部门和责任单位职能，提高了信访工作
公信力 ；不断加强信访部门自身建设，提高了
服务群众工作的能力水平。按照省委、省政府
的统一部署， 全面加强信访部门基础建设，全
省县以上普遍改建、 新建了人民来访接待中
心，基层接访处访环境条件得到有力改善。

责任编辑 李茁 版式编辑 李珈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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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上接1版）
大岳高速主线全长69.8公里，是

湘北地区桥隧比例高（43.8%）、施工难
度大、环保要求高的湖区高速公路。项
目起于临湘大界接湖北省阳新高速公
路，止于岳阳君山区接岳常高速公路，
连接京港澳高速公路和京港澳复线高
速公路，是湖南省连接鄂、赣地区的重
要通道。

大岳高速公路全线通车后，对
于完善国家高速公路网和湖南省高
速公路网， 提高洞庭湖区抗洪救灾
能力， 加强湖南与湖北以及东部地
区之间的经贸往来合作， 促进长江
经济带、 环洞庭湖经济圈以及岳阳
市的经济社会发展， 具有重要的战
略意义。

� � � �湖南日报12月12日讯 （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黄伟 陈路辉 ） 经过60多个小时
的激烈角逐，12月11日晚，由国防科大组
织的“强军杯”军事技能竞赛圆满落下帷
幕。

来自该校及海军工程大学、 清华大学
等7所院校的37支代表队407名学员， 在水

上技能、超越障碍、抢滩攻防、侦查搜索、轻
武器射击、战场机动等6个大类20多个课目
上展开分组对抗。 最终来自国防科大三旅
三营参赛班、海军工程大学参赛2班、国防
科大一院参赛班分别斩获本次赛会初级指
挥组、陆海联合组、国防生和技术类组的最
高奖———“强军杯”。

� � � � 湖南日报12月12日讯 （记者 唐爱平）
近日， 首批15台三一环保智能自卸车及三
一自主研发的智能管控平台， 正式移交平
江县七兴运输有限公司和平江县城管局，
政企联合着手打造智能环保绿色城市。

近年来， 绿色环保已成为现代化城市
发展的主旋律； 传统的渣土车运输方式，
威胁交通安全、 严重损坏市政道路、 尾气
超标污染环境。 为彻底整治渣土运输过程
中出现的抛洒滴漏、 违规行车等现象， 平
江县引进三一环保智能自卸车及管控平
台， 规范平江县城区的渣土运输市场，
引导行业向智能、 环保、 安全的方向发
展。

三一环保智能自卸车是由三一重工
与长沙市城管局、 湖南大学联合开发的
新一代环保智能自卸车,配合车辆终端，
三一还研发出国内领先的自卸车智能管
控平台。 该车符合国五排放标准， 节能

环保， 安全可靠； 整车实现动力系统最优
匹配， 在提升车辆动力的同时降低油耗，
比同类产品省油3%-8%； 基于三一自卸车
智能化管控平台， 城市管理者能随时对车
辆超载、 超速等违规行为进行全方位监管，
还能通过网络办理准运证， 通过手机APP
进行实时执法、 工地勘测等， 极大提升了
工作效率。

此次平江县七兴运输有限公司和三一
重工在环保智能自卸车方面的合作， 将为
平江的城市建设注入新的活力。

� � � � 湖南日报12月12日讯（通讯员 成志强 汤金
平 记者 周小雷）近日，年近9旬、拥有46年党龄
的宁乡县资福乡七星村老党员宋新乔， 胸佩党
徽， 拄着拐杖来到灰汤片区党员教育培训基地，
参加农村基层党员培训学习。宋新乔和年轻党员
交流说：“遵守党章，参加党员教育，是每名党员
应尽的义务和享有的权利，我是老党员，更要带
头参加。 ”

为深化“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构建农村基层
党员教育培训新常态，宁乡县在全县开展农村党
员片区轮训工作，全面提升农村基层党员队伍素
质，引导广大农村基层党员时刻牢记身份，发挥
先锋模范作用。

据了解， 该县注重盘活利用现有场所资
源，按照“不新建教育培训所需用房、合理利用
现有资源、有利于集中办班、方便基层党员群
众”的原则，结合乡镇（街道）地域相邻、发展模
式相近、板块自然分布的特点，将全县划分为
花明楼、 灰汤等8个片区， 覆盖全县29个街道
（乡镇）274个村（社区）。 每个片区建立一个特
色鲜明的培训基地，负责片区内农村党员的教
育培训。

今年来，宁乡县分片开展农村基层党员轮训
共173期2.9万人次，实现了农村基层党员教育培
训全覆盖，有效增强了教育培训工作实效，受到
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群众广泛好评。

� � � �湖南日报12月12日讯 （记者 王文隆
通讯员 卢丰平 吴小丰 古艳辉）浏阳市中
和镇雅山社区的高兴举最近真的很高兴，
不仅被多收取的建房办证费用退回来了，
建房证也通过绿色通道圆满办结， 同时镇
纪委对多收取其办证费用的原村干部进行
了党纪立案。据统计，截至目前，今年浏阳
市共立案查处“雁过拔毛”式腐败问题173
件，已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37人。

今年以来， 浏阳市将专项整治工作情
况纳入市委市政府重点工作季度讲评，实
行问题线索“零报告”、“零查处”责任追究，
并明确了“四个一律”的问责办法：对“雁过
拔毛”式腐败问题严重、工作不实、瞒案不
报、 查处不力的单位， 一律追究当事人责

任，一律追究单位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和
纪委（纪检组）监督责任，一律追究相关职
能部门监管责任， 一律通报曝光。 截至目
前，全市已对5个“零查处”单位进行了问
责。

同时， 该市在市乡村三级开展了各类项
目资金大清理、线索“大起底”，重点排查一批
“雁过拔毛”式腐败问题线索。在组织对2013
年以来的涉农资金进行全面摸底时，全市共排
查问题线索296条。今年5月份，浏阳市人社局
在开展社保基金专项检查中， 发现4起工作人
员挪用、 骗取医保基金问题， 党纪政纪立案3
人。浏阳市还对群众反映最强烈、问题最突出
的市畜牧局开展专项巡察， 发现各类问题30
个，党纪政纪立案11人，行政问责21人次。

夯实基层基础 创新体制机制

湖南信访工作五年成果丰硕

国防科大举行“强军杯”军事技能竞赛

平江牵手三一重工
培训2.9万人次 实现全覆盖

宁乡分片轮训农村基层党员

� � � � 湖南日报12月12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
员 夏太鹏 王丹青）今天，桂阳县雷坪镇上田
坊洞村高标准农田建设工地，几十位村民在忙
着修机耕道、水渠。据了解，近年来，桂阳县共
投入9600万元， 建成高标准农田7.25万亩，惠

及10.6万余农民。
为建设“渠相通、路相连，田成方、林成行，

涝能排、旱能灌”的高标准农田，桂阳县推行
“政府引导、部门联动、群众参与”的共同投入
机制，整合农业、国土、水利、烟草等部门资金，

破解建设资金难题。同时，对建设资金进行严
格审批、审核，执行项目资金公示制，确保资金
安全。全县按流域、灌区科学规划，施工时按照
“直如线、弯如月、平如镜、硬如铁、美如画”的
质量标准，修建拦河坝、机耕路、机耕桥等。每
个项目成立指挥部，由指挥部成员单位、监理
公司、群众三方构成质量监督体系，实行专业
监理与群众监督相结合，以确保工程质量。

桂阳建成高标准农田7万多亩

问题线索“零查处”，问责！
浏阳查处“雁过拔毛”式腐败问题立案173件，处分13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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