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记者 严万达 通讯
员 欧春涛 冯丽萍）“天寒地冻的，再也不用大
清早跑那么远去挑水了！”19日， 随着天气转
冷，家住冷水滩区普利桥镇岐山村的村民深刻
感受到了今年政府建成的农村饮水安全项目
带来的好处。

随着2018年为民实事项目顺利推进，更多
永州农村贫困百姓喝上了放心水。今年，永州
市计划投入3.2亿元， 解决16.69万贫困人口的
饮水问题， 目前已完成投入3.7亿元， 解决了
17.26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饮水问题。

近年来，永州市集中财力人力物力，精准

帮扶34.68万贫困人口告别喝水难，改变了以往
“肩挑手提”的历史，实现了“从源头到水龙头”
的转变跨越。预计到2020年，永州将实现100%
的乡镇、85%的行政村通自来水,农村自来水普
及率达到80%，全面解决931个贫困村52.97万人
的饮水问题。

永州今年17.26万贫困人口喝上放心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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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邢骁

风雨里，长沙火车站已悄然矗立41年。
1977年6月30日， 位于长沙城东郊区的长

沙铁路新客站（今长沙火车站）建成通车，成为
当时仅次于北京火车站的全国第二大火车站。
41年来，长沙火车站逐步成为市民心中的经典
地标，也成为湖南改革开放的“见证者”。

初冬时节，记者走进年过四十的长沙火车
站，感受她的“变”与“不变”。

守住底色，站区设施提质升级

每次下了火车，走进站区，仰头看见钟楼
上的那一抹红，68岁的长沙市民刘樊军心里就
特别踏实。

火炬还在！每次到站，老刘都倍感温暖。长
沙火车站仿佛是岁月的容器，盈满了往岁的旧
时光，在附近住了一辈子，这里最能唤起他的
乡愁。

老刘介绍，“方盒子+钟楼+火炬”是长沙火
车站的主体结构，方盒子是主楼；钟楼立于主
楼上，是为方便乘客看时间、准时乘车而设计；
火炬立于钟楼上， 长沙是早期革命活动城市，
火炬代表“星星之火”，体现着“星星之火，可以
燎原”思想。

“东方红，太阳升……”每到整点，熟悉的
《东方红》旋律响彻火车站广场，这个约定41年
不曾改变。每当听到“东方红”，老刘还是习惯
性地伸出手，对一对手表上的时间。

刘樊军对火车站有感情，也曾有过失望。
年头长了，车站硬件功能老化，带来了不

少问题。
“比如前几年，我绝不会在站区厕所方便，

厕位少、气味难闻。”老刘说。
去年5月， 长沙市芙蓉区将站区公厕全面

升级，增设厕位、便池数量，摆放绿植，安装除
臭设备和通风系统，还增设母婴室、换衣间、休
息凳，增加公厕入口充电插座，以满足不同群
体的如厕需求。

“如今下了火车，我再也不用憋着了。”老
刘竖起了大拇指。

过去一年，芙蓉区还投资400万元，对站区
硬件设施全面提质提档。除“公厕革命”，站区
还更换了所有人行护栏，并增设、完善了指路
标识，扩大了站区绿化面积……

如今，长沙火车站底色还在，但站区的环
境和功能，却“跨越了半个世纪”。

集中整治，城市窗口不容蒙尘

一度让刘樊军失望的， 不只是站区的老
化。

作为“老长沙”，他居然两次吃到“鬼点钞”
的苦头。老刘回忆：有一次在站区小卖部买烟，
给了售货员100元，对方找还7张10元、1张5元。
接过钱，老刘发现其中的1张10元“缺一角”，对
方要求当面再点， 点完便换了一张10元钞，老
刘随手把钱收进了钱包。

“回去后发现10元钞少了3张，连烟也是假
的。”老刘忿忿不平。

“除了‘鬼点钞’，前些年，站区喊客拉客、
的士乱停、不诚信经营等乱象横生，备受社会
诟病。”刘樊军说。

“别看站区只有约0.1平方公里，但这有形
形色色的人群、商店、宾馆，其管理服务不只是
涉及旅客出行，还涉及治安、交管、消防等一系
列问题，难度颇大。”长沙火车站综管办副主任
陈静安坦言。“但这是城市窗口，集中展现城市
管理能力和水平，绝对不容蒙尘。”

近年来，芙蓉区委、区政府确立集中整治
各阶段工作目标，火车站综管办协调相关区直
部门、周边街道、铁路部门紧密协作，抽调精干
力量，组成治安、市容、交通、客运、经营5个专
项秩序整治组， 针对各类乱象， 实施严打、严
治、严管、严防。

如今，站区“鬼点钞”现象没有了，交通通
畅了，治安变好了，旅客不文明现象锐减，流
动摊贩基本绝迹， 流浪人员都能得到及时救
助……

贴心服务，温情画面天天呈现

两位6岁小姐妹伸出双臂，跑过去抱住“雷
锋叔叔”，做着鬼脸和他拍照……这是今年3月
1日发生在长沙火车站“小勇爱心驿站”里的暖
心一幕。

这对姐妹一进车站就被学雷锋志愿者发
现。志愿者接过孩子父亲的行李，将他们送到

“小勇爱心驿站”， 那里已有10多个小朋友，原
本陌生的孩子们在志愿者的引导下一起听故
事，做游戏，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

这样温情的画面，每天都会在长沙火车站
呈现，成为无数旅客独有的长沙记忆。

从上世纪80年代，全国劳动模范“168”号
客运员梁政辉的“一巡视二观察三主动四帮
助”服务工作法，到90年代梁政辉的“口勤多宣
传、手勤多做事、足勤多发现、眼勤多观察‘四
勤四多’”服务法，再到如今“火车头奖章获得
者”陈小勇的爱心服务驿站。

“红色”服务，在长沙火车站薪火相承了近
半个世纪。

一代代“雷锋”以雷锋精神为精神标杆，精
心服务旅客， 打造了一个又一个金字服务招
牌。据不完全统计，41年来，长沙火车站共创建
学雷锋岗位60余个，服务旅客近百万人次。

除了“红色”服务，还有智慧服务。
目前，长沙火车站不仅“上线”了“刷脸进

站”、网络订餐等新服务，还在今年春运引入了
多项“黑科技”，服务旅客更为贴心。

“有老人通过。”长沙火车站值班站长通过对
讲机，将这一信息告诉正在进站口执勤的志愿者。
志愿者随即来到自助闸机前，主动为刚过闸机的
老人提行李，并引导他前往爱心候车室候车。

“这得归功于重点旅客智能识别系统。”长
沙火车站相关负责人解释，当有65岁以上老人

“刷脸”通过闸机时，该系统能立马识别，“学雷
锋志愿服务队”就会主动对接。

今年春运开始至今，重点旅客智能识别系
统已帮助数万名老年旅客解决了实际困难。

长沙火车站的“变”与“不变”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 （记者 郑旋）
17日， 记者从长沙市庆祝改革开放四十
年第七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党的十八
大以来， 该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
争卓有成效， 全市纪检监察机关立案
10692件，处分10289人，其中县处级干
部246人。

据了解，1978年起，长沙市各级纪
检监察机关陆续恢复成立，1980年纪
委双重领导体制基本形成，1993年市
纪委、市监察局合署办公，1997年建立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此后，全市逐步
构建形成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

高效的监督体系， 制度优势转化为治
理效能。

据统计，40年间，长沙市纪检监察机
关共收到信访举报22万余件。 重点聚焦
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 全市相继开展了
“雁过拔毛”式腐败问题、“小官大贪”、利
用领导干部职权和职务影响“提篮子”问
题、 违规参与涉矿涉砂和涉金融领域经
营性活动问题等专项治理， 严肃查处了
天心区政协原主席邓林、 市中级人民法
院原副院长刘革强、 宁乡市原常务副市
长刘平等一批腐败案件。目前，反腐败斗
争压倒性态势已形成。

长沙形成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
十八大以来处分10289人，其中县处级干部246人

� � � �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记者 奉永成
通讯员 许英） 今天，记者从省知识产权
局揭牌仪式上获悉， 省知识产权局挂牌
后，将统一专利、商标、地理标志等知识
产权管理，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推进知识
产权强省建设。今年1至10月，全省专利
申请量74723件，同比增长27.53%。

“根据省委机构改革的决策部署，
我省决定组建省市场监管局，加挂省知
识产权局牌子。” 省市场监管局局长向
曙光说， 省知识产权局将提高政治站
位，紧扣创新发展需求，更好地发挥专
利、商标、地理标志等知识产权的引领
作用，为我省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汇聚

磅礴力量。
今年，省知识产权系统在8个国家级

高新区建立了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分中
心，确定中南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工业
大学为高校知识产权中心试点单位；先
后推荐了溆浦瑶茶、汨罗粽子等6个产品
成功申报地理标志产品等。 今年1至10
月，全省专利授权量39878件，同比增长
33.37%；打击侵权假冒案件8246件，涉案
金额3474万元； 全省专利权质押融资
13.21亿元，同比增长44.41%；建立中小
微企业知识产权托管运营平台和知识产
权融资评估推荐平台， 促成知识产权交
易1500万元。

湖南省知识产权局揭牌
今年1至10月，全省专利申请量74723件，同比增长27.53%

严管客运和危险品运输车
长沙23家“两客一危”企业受罚

� � �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肖强）今天，长沙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召开“两客一危”重点车辆道路交通
安全管理工作会议， 集体约谈“两客一
危” 企业法人代表和安全责任人。 据了
解，今年长沙交警已对23家“两客一危”
企业开具了道路交通安全违法通知书。

截至目前，长沙市共有公路客运、旅
游客运车辆3814辆， 危险品运输车1883
台。今年该市“两客一危”车辆共发生交
通违法6413条，已处理5973条，交通违法
清零率为93.14%。 公路客运大型客车报
废率100%，检验率99.92%；旅游客运大
型客车检验率、 报废率均达到100%；危

化车辆报废率100%，检验率99.� 95%，逾
期未检验车辆1台。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对同一道路运
输企业两年以内累计发生2次以上超
员、超载违法行为的，可依法对企业主
要负责人、主管安全和经营的企业负责
人、 部门负责人以及安全管理人员，分
别处以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今年以来， 长沙交警分别于9月、12月，
对湖南万众交通运输有限公司、长沙联
运物流有限公司、长沙嘉年华客运有限
公司等23家企业的42名主要负责人和
安全责任人开具了道路交通安全违法
通知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