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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5日讯（记者 陈昂昂）
记者近日从省政协获悉，今年以来，省交
通运输厅共办理政协微建议19件， 均按
期办结。通过办理微建议，一批交通运输
领域的民生问题得到改善。

去年以来，省政协创新推出了政协云
微建议， 与传统建议提案相比， 微建议
“新、小、实、活、快”，与民生贴合更加紧
密，弥补了政协提案和社情民意信息的不
足。

在长沙火车站的售票大厅，旅客只要
花费3分钟就能办理车票退改签，比以往
耗时大大缩短。今年6月，省政协常委胡颖
就长沙火车站排队改签时间过长提出了
微建议。省交通运输厅领导会同长沙火车
站相关负责人现场研究办理，通过成立售

票突击队，增加售、退、改窗口，在取票高
峰期增开第二取票处等措施，切实减少旅
客排队时间，满足旅客“即买（取）即走”的
旅行需求。

因管理公司经营不善，位于衡山县的
S61东湖收费站的ETC设备长期损坏。省
政协委员释怀辉发现，受此影响，前往南
岳旅游的私家车经常排队上高速，严重影
响了人们出行，就此提出微建议希望相关
部门尽快解决。在微建议的推动下，2018
年7月13日, 湖南省高速公路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通过竞拍取得潭衡高速公路收费
权，于8月3日正式接管运营。在省交通运
输厅督促下，湖南省高速公路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于10月10日修复东湖收费站ETC
设备故障，目前已恢复启用。

湖南日报记者 陈勇
通讯员 彭志坤 宋显达 屈慧莹

公益慈善越做越大，助推企业更好发展，这
不是一个设想而是美好现实———爱尔眼科医院
集团的成功实践证明了这一点。该企业从2001
年至今在全国30个省市区240多座城市建成眼
科医院（中心），拥有专业眼科医生近3000名，
救助、捐赠和减免治疗费的金额累计达4亿元。
近日， 记者走进这家全国最大专业眼科医疗连
锁机构，感受公益慈善的力量。

“使所有人，无论贫穷富裕，都享有眼健康
的权利”， 这是爱尔眼科医院集团确立的使命。
公司以公益项目作引导，专家当志愿者，在民众
家门口开展诊疗，致力于防盲治盲、眼病义诊、
眼健康教育等公益事业。

去年8月，中国侨联、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
轻松筹公益、爱尔眼科医院集团共同发起“千日
复明五十万， 助力脱贫攻坚战———精准脱贫光
明行”活动，倡导全社会通过公益救助的方式，
在3年内为约50万名建档立卡贫困户致盲性眼
病患者提供免费、精准、适宜、优质的眼科医疗
服务，使他们恢复健康、重见光明。今年2月，“精
准脱贫光明行”走进湘西，为贫困白内障、眼胬

肉等眼病患者实施免费救治， 同时为当地老百
姓开展免费眼病检查和眼健康知识普及。

一位位眼科专家走村入户， 一场场宣讲活
动入脑入心，一台台眼科手术就近展开，爱尔眼
科医院集团调动旗下200多家眼科医院， 持续
投入人力、物力、财力、专业技术力量，帮助贫困
患者早日重获光明。现在，像石远庆这样得到免
费救治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仅在湖南、云南、青
海、山西、广西、湖北、安徽、重庆8省市区就达
20000例。

“湄公河光明行”计划在2016年澜湄合作
首次领导人会议上被列入早期收获项目联合
清单。 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委派爱尔眼科等医
疗机构为柬埔寨、老挝、缅甸三国实施免费白
内障复明手术， 目前已有逾3000名患者接受
检查、诊疗，约800名患者通过手术重见光明，
中国医疗队的善举和高超技艺得到国际社会
广泛赞誉。

为了拓宽公益渠道，近年来，爱尔眼科医

院集团成立湖南爱眼公益基金会， 与中国慈
善联合会、中国残联、中国侨联、中国红十字
发展基金会、 援助西藏发展基金会等机构合
作，搭建起覆盖全眼科的公益救助体系，包括
以近视防控为主的eyedo青少年视力健康计
划、中小学生视力健康教育计划；以角膜盲症
救助为主的“你是我的眼”角膜盲症患者免费
救助计划；以白内障救助为主的“视觉健康精
准脱贫行动”；以青光眼贫困救助为主的“萤
火虫计划———先天性小儿青光眼救助”；以眼
底病救助为主的“健康视界 尽收眼底”眼底
病公益救助活动等。

一路风雨一路情， 爱尔眼科医院集团至今
公益服务人数达2000万人次，为贫困眼病患者
免费实施各类眼科慈善手术20多万台， 共有8
万多名盲性眼病患者通过手术重见光明。 今年
9月13日，第十届“中华慈善奖”表彰大会在北
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爱尔眼科医院集团被国家
民政部授予“中华慈善奖·捐赠企业”称号。

愿人人享有眼健康
———爱尔眼科医院集团慈爱济世的故事

“微建议”服务“大交通”

政协委员运用微建议助推交通优化

湖南日报12月5日讯 （通讯员 李焱
华 吴英）近日，笔者从全省法院司法绩效
排名中获悉，泸溪县人民法院案件结案率
达89.8%，位列全省法院第1位。

2018年，该院共受理各类案件1922件，
审（执）结1725件，同比分别上升29.6%和
34.6%。一年来，该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审
判理念， 依法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
不断提升司法审判质效， 着力在服务提质、

效率提速上下功夫。 通过建立健全审判管
理机制、 考核奖惩机制和干部选拔机制，明
确司法绩效各项数据要求， 推动案件结案
率、调撤率同比上升了15.4%和14.2%。同时，
通过落实司法责任制， 明确审判权力正面
和负面清单，强化审判终身负责，实现了案
件服判率和改判率一升一降的良好态势。
数据显示，该院案件服判率达91.4%，同比上
升9.3%；改判率为1.6%，同比下降0.48%。

泸溪法院案件结案率
居全省法院之首

结案率达89.8%

湖南日报12月5日讯 （记者 何金燕
通讯员 卓湘伊）12月3日上午，湖南省公
安厅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公安部督办的
一起污染环境案：团伙收购并拆解废旧铅
酸电池上千余吨，涉案金额7000余万元，
张家界警方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4人，案
件已移送至张家界慈利县人民检察院起
诉。

今年1月16日，群众举报有人在慈利县
某居民楼非法拆解废旧铅酸电池。 经慈利
县环保局查明， 犯罪嫌疑人陈某元租赁民
宅，雇请工人拆解收购的废旧铅酸电池，废
液未采取防范措施，直接排入澧水河。

环保部门将该案移交慈利县公安局

后，由公安部、环保部和最高检联合挂牌督
办。专案组民警在案发现场勘察，环保检测
人员对排污沿线土壤取样检测确定，陈某元
拆解废旧铅酸电池后排放的铅酸液最高超
过国家《电池工业污染排放标准》的10倍。

专案组顺藤摸瓜，揪出岳阳汨罗市某
再生资源有限公司负责人巢某江，其负责
将拆解的废旧铅酸电池销往多个省份的
再生资源公司或无证非法冶炼厂，并每吨
提取50元至100元介绍费。截至案发，巢某
江收到湖北、江西等地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及非法冶炼厂资金流水达到5000余万元，
陈某元收到巢某江及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非法冶炼厂资金流水达到2000余万元。

14人落网，涉案金额7000余万元

湖南警方破获公安部督办污染环境案

向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亮剑 ———

长沙今年来问责126人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甘艳 刘佳

调门高、落实少；推诿扯皮、效率低下；不担
当、不作为、庸懒散……工作中，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常被人痛恨。

近年来， 长沙市聚焦党员领导干部中存在
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以精准问责唤醒责
任担当，将教育、帮助和查漏补缺贯穿问责全过
程，真正发挥问责的实际效果。今年1-11月，该
市共办理党内问责案142件，问责党组织16个，
问责126人，其中县处级干部20人，一批问题得
以有效解决。

聚焦重点领域
11月5日，长沙市纪委下发通报，3个乡镇、

街道因在落实“蓝天保卫战”决策部署中存在失
职失责、不作为慢作为的问题，8名党员干部被
严肃问责。

为整治不作为的“太平官”，长沙聚焦重点
领域，加大查处力度、进行严肃问责。

在该市龙王港水体整治过程中， 相关单位
存在统筹协调不力、督促整改不力等问题。问题
线索移交纪委监委后， 今年8月，9名党员干部

受到问责处理。相关单位和责任人痛定思痛，扎
实履行职责，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效果。

今年，浏阳市纪委监委对21项民生资金进
行大数据比对时， 发现竟有几百名去世人员还
在“领取”补贴。该市纪委监委立即下发监察建
议书，并对多名相关责任人进行追责。

紧盯“关键少数”
11月18日，家住开福区的王女士在市国土

局不动产登记中心窗口顺利办完业务后， 在评
价机上按下“非常满意”按钮：“现在来办事服务
很周到，让我们老百姓心情舒畅。”

去年上半年， 长沙市纪委严肃查处了该中
心涉及多人的“谁拿钱就优先办、谁不拿钱就拖
着办”腐败案，该中心主要负责人被严肃问责。
对症下药， 该中心全面梳理监管漏洞和廉政风
险点，不断优化办事流程，提升服务质量。市国
土局、市规划局党委举一反三，在办事窗口推出
服务满意度评价体系，受到群众一致肯定。

“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必须牵住主体责
任‘牛鼻子’，紧盯‘关键少数’。”该市纪委监委
相关负责人坦言。据介绍，该市财经学校组织工
作人员借外出学习考察之机违规变相公款旅

游，该校校长、原党委书记及原分管副校长3人
被问责。

瞄准“靶心”定责
今年7月，在长沙市某重大项目建设中，因

招标方案审查批复“磨洋工”、久拖不决，两个责
任单位的4名领导干部被问责。

在贯彻落实党纪条规的基础上， 长沙出台
暂行办法，明确对领导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13
项“有错无为”、7项“不在状态”、4种“敷衍失
职”情形进行问责。对办事拖沓敷衍、庸政懒政
怠政的少数党员干部， 该市发现一起， 查处一
起。

为精确定责问责， 长沙不断健全问责体制
机制建设，出台《长沙市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
监督责任追究办法》，制定动态化、精细化的责
任清单，并对责任落实进行跟踪管理。同时，实
行“纪责同查”，在调查相关违纪问题时，一旦发
现存在履责不力问题， 即同步启动对有关党组
织和领导干部的履责调查。

据了解，自《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实施以
来，该市纪检监察系统已办理问责案件525起，
142个单位、777人被追究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