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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Ì/��Wý¶�����W·��
�����µrý¶PQRSDóWp�p�
�#$�-DóW;DnoroDó]9OJ
��WJDó]¸¹·�C�� Û�¨µr�
ýÌ/����¸¹·��; ��Ì/�©
þR����¸¹·�;>�ý¶�©þRW
>?cCRÌ/��¸¹·����ZQ#
$�` !! V�  #¨>TPS3Ì/4ë;
>TPR�HA; ¡ó*B�#$¨µrý
¶Æ~S¢�

HAn|¨µ¶n£HA-n�&¤�
non�7¥;�¢¨¦noõ§¨©WªÌ
no�n£;KWnon��\«0W�`¬
R�r.cC9®��n£¯°; vI¨
O±²Wq²W³²]J�cC9non�;K
C�� n£¯°X´HEn�:µ () /;¬
R¢¶I?Ý !$ /�*�HEnon��
`·¸./�¹�º ! �;��&»º� $)
�� n£¯°Û�.�;K¼non�¬R
?Ý;HA½|.O<=�&HE¾�n��
��]�

O¿T !! ÀWÁÂ$ÿó2WÃÄrÅ
ÆWÝÇ ' ÈÉÄÊË¾*¿÷� ]HA?#
ÌÍÎPÏÏcÐHAÑn&¤#$Òf
Ó; ÔÕÖ¤×ØÙÚ� .({Û2HE¢
Q;HA��ÅÆ�xp�p�ÜÝ;Þßö
à4=R�4ëWAáJâ?ãHAWiäå

ßR�4ëW S�>TPæFÌ/4ë�c
ççÀ%R9;Hp�?ÝóùèÝéê�
Ñn&¤#¢ùn¢.ëìA�non�;
K4ë-ëìÃÄ9Ýa�#í;oî '* ï
ðÝAñnòÛ>�p�&¿�

.bQÛ;�bQó�HAô5�u�;
��WDE��9PQhõRRS!-;ZQ
RSµrý¶���ö9Ì/ÌrPQ;
÷"�Lø�� HE·��©bAÌr&»
J�ºbAº� $!* �; non�&»º�
+, ù��HEÌr<»4¢ú�ûB�WP
A�f�; Ìrüý�þ�$%üý¢úc
â�ûB�fJ5Öc; HE!ÿ¾�¡!
N* -'.bA� "#$õ�ý;`J!�;H
Aþ�E¾�¡W¾�À%���W7&,'
X&((TØB.T@7&)�

*HAPQRSUV+÷ø�9; Øc
�,U9-9>?P�HAýN Öc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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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吴晓华 版式编辑 刘铮铮政治·经济06

湖南日报记者 欧金玉

近日，湖南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
发了《湖南省信访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以
下简称《实施细则》），对全省各级党政机关及
领导干部、 工作人员的信访工作责任及督查
考核、责任追究等作出了明确规定。8月初，省
信访局有关负责人接受了记者采访， 就贯彻
落实《实施细则》回答了提问。

问：《实施细则》主要内容有哪些？
答：《实施细则》共5章37条，第一章为总则，

主要是对制定目的、依据和适用范围、指导思
想、基本原则等作出规定；第二章为责任内容，
主要是对各级党委、政府和各部门、信访工作机
构及其领导干部、工作人员的信访工作责任等
作出明确规定；第三章为督查考核，主要是对信
访工作开展和责任落实情况进行督查、考核及
成果运用等作出规定；第四章为责任追究，主要
是对信访工作责任的追究情形、追究主体、追究
形式、追究程序等作出具体规定；第五章为附
则，主要是对文件发布、生效时间以及适用效力
等作出规定。

问：《实施细则》的适用范围有哪些？
答：《实施细则》 第二条明确规定了其适

用于各级党政机关， 包括党的机关、 人大机
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
关。各级党政机关派出机构、直属事业单位以
及工会、 共青团、 妇联等人民团体适用本细

则。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参照本细则执行。
问 ：《实施细则 》 就党政机关领导班子

成员的信访工作责任作了怎样的规定 ？
答：《实施细则》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各

级党政机关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对本地区、
本部门、本系统的信访工作负总责。党政机
关领导班子其他成员根据工作分工， 落实
‘一岗双责’，对职权范围内的信访工作负主
要领导责任。各级领导干部应当阅批群众来
信和网上信访，定期接待群众来访，协调处
理疑难复杂信访问题”。

问：《实施细则》 对各级党政机关工作人
员在处理信访问题时提出了哪些工作要求？

答：《实施细则》 第十一条规定：“各级党
政机关工作人员在处理信访事项过程中，应
当遵守群众纪律，秉公办事、清正廉洁、保守
秘密、 热情周到， 做到联系群众而不脱离群
众、服务群众而不损害群众、解决问题而不引
发问题，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

问：《实施细则》 规定了哪些信访工作责
任追究方式，由谁开展调查？

答：《实施细则》 第二十条规定：“根据情
节轻重，对各级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工作人员
的责任追究采取通报、诫勉、组织调整或者组
织处理、 纪律处分的方式进行。 上述追责方
式，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涉嫌违
法犯罪的，按照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处理”。

第二十六条规定：“信访工作责任追究的

调查工作， 由有管理权限的党政机关授权信
访部门开展调查。 属于纪检监察机关或组织
人事部门职责范围、需要追究责任的，由纪检
监察机关或组织人事部门开展调查”。

问：《实施细则》 对不服信访工作责任追
究决定建立了哪些申诉制度？

答：《实施细则》第三十三条规定：“被追
究责任的人员对责任追究决定不服的，可以
自接到责任追究决定之日起30日内，向责任
追究决定机关申请复核； 对复核结果不服
的，可以自接到复核决定起15日内向上一级
机关提出书面申诉，也可以不经复核，自接
到责任追究决定之日起30日内提出申诉。申
诉处理决定应当以书面形式告知申诉人及
其所在单位。申诉期间，不停止责任追究决
定的执行”。

问：《实施细则》从什么时候开始施行？与
我省此前发布的有关信访工作责任制规定如
何有效衔接？

答：《实施细则》 第三十七条规定：“本细
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此前发布的有关信访
工作责任制的规定，凡与本细则不一致的，按
照本细则执行”。

压实信访工作责任
推动信访工作科学健康发展
———省信访局负责人就《湖南省信访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答记者问

湖南日报8月10日讯（记者 李文峰 通讯
员 曹书为）8月9日，从中车株洲电机公司传来
消息， 在其自主研制的全球首套盾构机永磁
电机在武汉地铁2号线成功运行1周年之际，他
们再次获得中国铁建重工集团多批次盾构机
电机订单，合同总价值超过1000万元。

据介绍，在盾构机动力驱动领域，中车株
洲电机从无到有、从有到大，在保持永磁高铁

牵引电机节能、 高效、 可靠等优异性能的同
时， 突破了通用三相异步电机动力驱动的传
统模式，有效提升了盾构机的整体效能。

近年来，中车株洲电机抓住城市轨道、
水利工程、 越江隧道等项目带来的市场契
机， 将轨道交通核心动力技术平移至高端
工程机械，成功迈入自主化、国产化、产业
化新阶段，成为替代进口产品的前沿力量。

全球首套盾构机永磁电机运行一周年
中车株洲电机再获1000多万元订单

湖南日报8月10日讯 （记者 戴勤 通
讯员 陈程 尹建国）今天上午，邵阳市举行

“全球首创电能过滤器”项目入驻该市经济
开发区签约仪式，首期签约投资金额5000
万元。

由湖南小快智造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最
新研发的电能过滤器，是世界第一款真正意
义上的安全用电设备。高、低压交流电源经
过该设备后，人体在完全接地的情况下单独
接触火线触电不伤人；火线发生金属性接地
时，不会产生强大电流和电火花火灾；火线
触地时，不会产生漏电。从而，首次实现了触
电不伤人、电不起火、不漏电的技术创新。目
前，该装置已经申请了国家专利。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我国每年因触电死

亡的人数有8000多人。随着电能过滤器的问
世及普及使用，电气安全事故将会大大降低。

作为邵阳市重点引进的战略性新兴产
业，电能过滤器项目计划分两期实施，总投
资超过10亿元。 其中一期投资5000万元，
将于今年10月正式投产，预计2018年将实
现产值2亿元，3年后实现销售额10亿元、
净利润1亿元、创税5000万元。二期将建成
占地超过500亩，集科研大楼、体验中心、
大数据中心、服务中心、生产车间等为一体
的现代化产业园。项目全部建成后，小快智
造公司有望成为一家年产值几百亿至千亿
级、 在全球市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高端制
造企业。届时，将直接解决就业人口3万人，
间接提供就业岗位10万个以上。

“全球首创电能过滤器”项目落户邵阳
实现了触电不伤人、电不起火、不漏电的技术创新

精准扶贫 在三湘
扶贫故事

通讯员 徐助全

“做梦都没想到，这辈子还能住上这么好
的新楼房，打心里高兴啊，感谢党的政策好！”
近日，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合水镇
横坡村4组，建档立卡贫困户谭有珠，坐在建
好不久的新房里， 对常来看望的州政法委驻
村工作队第一支书张祖旺充满感激地说。

谭大娘今年90岁了，老伴过世早。女婿3
年前因车祸致残；女儿60多岁，下田下地的重
体力活干不了。孙女和孙女婿在外打零工，收
入低，还有一个女儿在读初二。

2016年早春二月， 自治州政法委派出驻

村工作队挂点扶贫泸溪县合水镇横坡村，工
作队第一支书张祖旺走村串寨，了解实情。当
来到谭大娘家， 眼前的情景令他吃惊，“房子
破烂不堪，只有60多平方米，属于危房，怎么
能住呢？”谭大娘回答：“家里穷，没办法。最希
望在有生之年，一家人能住上新房。”张祖旺
拉着谭大娘的手说：“您放心， 一定会让您住
上新房子，过上好日子。”

张祖旺在镇、县、州政府部门来回跑，帮
助谭大娘申请危房改造项目，落实建房、产业
扶持资金；同时，他主动联系谭大娘在外打工
的孙女和孙女婿回家创业， 帮助他们引进湘
西黄牛50多头，并养肉猪2头。

经过5个多月努力，7月初， 一栋砖混结
构新房拔地而起。看着眼前的新房，谭大娘
很是开心， 拉着笔者算账：“新房一共花了8
万多元，危房改造政府补贴了3万元，还有其
他惠民政策上补了1万多元，眼下还欠2万多
元。不过，母牛繁殖了15头小牛崽，到年底把
牛崽卖了，两头肉猪杀了，应该可以把欠款
还了。”

谭大娘的孙女婿张重有也有了新打算：
“我已经和德农牧业公司协商好了，准备再引
进30头湘西黄牛，利用本地水草资源优势，把
发展养殖业这条路子走下去，把‘穷根’彻底
拔掉！”

九旬老大娘圆了新居梦

8月10日， 长沙市开福区伍家岭街道浏阳河社区开展以
“青春喜迎十九大 共谱和谐中国梦”为主题的党课日活动。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汪硕 摄影报道

喜迎十九大
共谱中国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