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2月13日讯 (记者 曹辉 通讯员 王宁 李勋)通
过手机APP，税务工作人员就能定位纳税人地理位置，实时监
控经营户的涉税信息……今天， 记者在湘潭高新区地税局，亲
身体验了他们开发的“电子地图信息管理系统”。

随着金税三期深入运用， 地税部门积累了大量涉税数据。
“电子地图”将涉税数据对应到地图上，实现直观展示和功能定
位。税管员可直接将税源信息(如电话、邮编、街道名称等)登记
到系统中，也可在地图上通过鼠标选择企业所在位置，然后再
增加税务登记号、注册地址等相关信息，还可上传图片、影像等
多媒体信息。同时，“电子地图”与办税服务厅“电子查询触摸
屏”相连，纳税人通过触摸屏既能了解自己的涉税信息，也能了
解其他纳税人相关信息，使纳税定额公开化。

据了解，“电子地图”可以实现户籍管理定位、查询、监控和
预警，最大限度减少漏征漏管。还便于职能部门对第三方数据
进行综合比对分析，实现自动跟踪的绩效考评。

责任编辑 吴晓华 版式编辑 刘铮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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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13日讯 （记者 谢璐 通讯
员 周国如）“星城派出所附近一栋建筑外墙
上的空调架摇摇欲坠， 怕掉下来砸伤人。”12
月13日，长沙市望城区“110”平台接到市民报
警电话，接线员根据事件类型，马上“派单”至
区棚改办，该办应急人员立即赶到现场，20分
钟便拆除了存在安全隐患的空调架。

在望城区， 应急处险不仅仅是公安部门
的事了。今年3月，该区在全省率先建立应急
联动指挥中心，依托公安“110”指挥系统、数
字化城管系统和网格化社会治理系统， 整合
应急、公安、司法、城管、民政、卫计、环保、工
商、水电、煤气、市民“12345”、雷锋“580”等部

门、单位的职能和资源，将20个市民热线电话
整合到“110”上，内部设置席位进行分转，对
全区社会治理、突发事件、电话报警、应急求
助、投诉等进行统一预警、调度、处置、考核，
公安“110”全面升级为政府“110”，公共安全
从根本上实现了由公安机关“大包大揽”到政
府调度分流、各职能部门“精准制导”的转变。

据望城区应急联动指挥中心负责人介
绍，该区各相关部门组建专门应急队伍，建立
值班备勤制度，加强应急装备配备，完善全时
职守、限时办结、协调联动、回访反馈等机制，
依托4G无线图传、警用地理信息系统、数字集
群通信、视频监控等科技信息手段，按部门职

责分别处置各类警情和突发事件， 同时构建
起区、乡镇（街道、委办局）、村（社区）三级联
动机制，切实为群众提供及时有效、专业对口
的公共援助，群众满意度大幅提升。

目前， 望城区应急联动指挥中心已受理
警情及非警务类投诉7298条，办结7218条，办
结率达98.9%。

湖南日报12月13日讯（徐德荣 成俊峰 方
富贵）日前，一则“90多岁的唐正欣老人和8岁
孙子相依为命，生活困难”的消息，通过“新常
宁”党政客户端、“常宁生活圈”微信公众号、常
宁新闻网等媒体发布后，在当地引起广泛关注。
一天内，网友就为唐正欣捐款1.1万元。常宁市
民政部门还为祖孙两人解决低保金900多元。

近年来，常宁市着力整合媒体资源，推动
“新媒体+传统媒体”多平台集群发展，形成以
官方新媒体为龙头，民间微博、微信公众号等
为补充， 与传统媒体融合发展的媒体“融合
体”。目前，常宁媒体“融合体”主要由“三微两

网一端”构成，即“常宁手机报”微信、“大美常
宁”微信、“常宁风采”微博，常宁党政门户网、
常宁新闻网，“新常宁”党政客户端。它们通过
“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多元传播”，多角度、全
方位传播各种信息，取得“1加1大于2”的传播
效应，覆盖了全市各单位、乡镇与村组。

在此基础上， 常宁市宣传等部门树立媒
体为民服务的理念，形成每月新闻例会制度，
筛选带有普遍性和导向性的群众难题， 与相
关部门协商研究解决。 新媒体还充分发挥传
播快、影响大、覆盖广等优势，开设“群众热
线”“媒体援助”“社会保障”等100多个民生板

块，随时随地为群众提供“发声”平台，并通过
积极互动，让相关部门及时了解社情民意。

西岭镇五门村是常宁市的贫困村之一，
漫山遍野长着牡丹花，但“养在深闺人未识”。
今年4月，常宁市采取“图片+文字+视频+音
频”方式，在新媒体推介五门村牡丹，产生了
很大影响。牡丹花季，来五门村赏花的游客每
天上万人。

今年来，常宁市“三微两网一端”共发布
各类新闻信息5.1万条，吸引“粉丝”30万余人，
日点击量最高达50万人次。 今年1至11月，为
群众解决实际问题230余个。

“110”从“独角戏”变为“大合唱”

望城区“数字化平台”应急联动

“三微两网一端”凸现社情民意

常宁市媒体“融合体”为民解难

12月13日， 永州市零陵区
菱角塘镇梁木桥村吕氏农业合
作社， 员工们采摘反季青椒上
市。今年，该农业合作社采取土
地入股，聘请科技人员，因地种
植作物等办法，建立大棚88个，
种植反季节山东螺丝椒成功，
上市后反季青椒成“抢手货”。
目前， 该社最多一天可产摘
1500公斤螺丝椒，收入可达1.2
万元， 帮助周边50余户贫困户
脱贫致富。 杨万里 摄

反季青椒
助脱贫

湖南日报12月13日讯 （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丁汝晨）近日，2016年全国基层卫生
岗位练兵和技能竞赛总决赛在北京落下帷
幕，代表湖南参赛的醴陵市白兔潭镇中心卫
生院“全科医疗”团队获得团体三等奖。

据介绍，此次大赛由国家卫计委、中华
全国总工会联合举办，按照综合笔试、技能

操作、知识竞答3个阶段进行，旨在检验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医务人员的业务素质与专
业素养。

醴陵市白兔潭镇中心卫生院“全科医
疗”团队由3名医护人员组成，历经县、市、
省组织的预赛、复赛，最终脱颖而出，被省
卫计委选送代表湖南参加全国总决赛。

湖南日报12月13日讯 (记者 廖声田
通讯员 屈泽清)12月13日， 张家界市武陵
源区教育基金会透露，今年以来，该县已募
集资金94.18万元， 基金会基金总量逾
1300万元；教师人均2.6万元，居全省首位。

武陵源区在职教师500余人。近年来，
该区教育基金会由财政资金启动运行，并

引导社会多元投入，形成了领导带头捐、干
部职工自愿捐、 社会爱心人士慷慨捐的良
好氛围。今年，基金会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奖
优助贫活动， 表彰奖励优秀教师53名、名
优教师12名， 资助困难学生220人次55.92
万元，救助大病教师11人次6.9万元，并为
全区所有教师购买了职工互助保险。

湖南日报12月13日讯（欧阳倩）近日，一
场大型户外广告招牌整治听证会在芙蓉区定
王台街道举行， 这是长沙市首次针对违规户
外广告设施整治而召开的听证会。

听证会围绕五一大道银监局大楼西
侧墙面的690平方米大型户外广告牌的拆
除问题而展开。据悉，该广告牌登记许可证
早已过期，且由于“体型庞大”存在一定安
全隐患。 芙蓉区城管执法大队定王台中队

给广告牌所有者长沙某广告公司下达了
限期拆除决定书，限其7日内拆除。但当事
人存在异议，迟迟不愿自拆。

定王台中队相关负责人说：“我们召开
听证会就是要聆听当事人所想所需， 然后
双方进行沟通、讨论，避免由于不理解而产
生的矛盾， 这是对城市管理措施的有益尝
试。”最终，该公司认可了听证会的结果，同
意拆除广告牌。

湖南日报12月13日讯（记者 陈薇）日
前， 记者从国家级长沙天心文化产业示范
园获悉，其发起主办的“中国·长沙文化创
意设计大赛”已正式启动，大赛LOGO征集
活动也在火热进行中，最高奖金为5万元。

据介绍，该大赛是经长沙市人民政府批
准举办的全国性设计大赛，主要围绕“长沙
文化元素”征集各类文化创意作品，要求创

意贴合既定的主题，风格大气，富有现代感
和艺术性。本次活动征集时间自11月1日起，
至12月30日结束。其奖项设置分为LOGO中
标奖1名， 奖金5万元；LOGO入围奖5名，奖
金各1万元。主办方称，举办此次活动旨在加
快推进长沙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
业融合创新发展，推动长沙特色文化与文化
创意产品的结合。

代表湖南参加全国基层卫生岗位练兵和技能竞赛

白兔潭“全科医疗”获团体三等奖

武陵源区教育基金募资逾1300万元
教师人均2.6万元，居全省首位

整治违规户外广告招牌
芙蓉区首开听证会

最高奖金5万元

“中国·长沙文化创意设计大赛”征集LOGO

零陵农村教师乐教学生“回流”
湖南日报12月13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夏继文 吕笛 杨万里) 12月12日，
走进永州市零陵区梳子铺乡水市桥完小，
校园整洁， 教学楼、 教师安置房都是新建
的。乡教育组负责人眭善文告诉记者，近几
年水市桥完小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改善教
师待遇，教师乐业，学生“回流”。

近年来， 零陵区努力加大农村教育投
入。投资近2亿元，将53所农村学校全部建

成合格学校。为稳定农村教师，该区为农村
教师优先评定职称、增加岗位补贴、建设周
转房，还为骨干教师建立工作室。同时，建
立城乡学校校长交流机制。近3年来，还通
过考聘、 引进、 接收特岗教师和免费师范
生，为农村学校补充了620多名新生力量。

一系列政策举措， 优化和稳定了农村
教师队伍，农村教师“进城热”大幅降温，农
村教学质量稳步提高。

纳税信息查询 APP全搞定
湘潭高新区地税局开发“电子地图信息管理系统”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6年 12月 13日

第 2016341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248 1040 257920

组选三 358 346 123868
组选六 0 173 0

1 15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6年12月13日 第2016146期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03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030668248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8
二等奖 133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1 7329207
13 175128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248
64608

1177954
9473568

39
2426
45962
400471

3000
200
10
5

1007 16 17 23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