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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3

月

16

日讯 （记者 匡玉

通讯员 全亚星 ）

3

月

12

日下午 ，

衡南县人大 、 政协 “两会 ” 正在

举行 。 与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走进会场就座看到 ， 桌面上摆放

着一本印制精美的地税宣传手册。

手册里不仅介绍了个税申报 、 个

人住房转让等方面的最新税收政

策 ， 还公布了执法监督电话 、 发

票举报电话 、 政策咨询电话以及

办税服务预约电话等。

衡南县地税局局长欧阳志刚

告诉记者，该局今年把优化服务作

为工作重心，加大税务公开和税法

宣传力度 。 这次税法宣传进 “两

会”，既是加强税法宣传的重头戏，

也是提升全民纳税意识、加大纳税

服务监督力度的一个新举措。 他们

还将组织局领导班子成员与 “两

会”代表、委员，就税法宣传服务进

行“面对面”交流。

２０10

年

3

月

17

日 星期三

综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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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3

月

16

日讯 （记者 陶海音

通讯员 倪章荣） 记者今天从省高速公

路管理局获悉 ， 从现在起到今年底 ，

我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将开展文明优质

服务暨星级服务区创建活动 ， 树立高

速公路星级 “窗口” 形象。

近年来，我省高速公路车流、人流结

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特别是今年春

运期间， 进出湖南高速公路服务区的车

辆由过去的

80%

以上为大货车，变为

80%

以上为小轿车， 以自驾游为特点的观光

旅游人员大幅增加，对服务区经营、服务

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目前，各服务区围

绕亲情服务、特色服务做文章，开设了“旅

客咨询室”、“母婴接待室”、“常用药品免

费供应点”，餐厅增加了各类特色菜、口味

菜、亲情套餐菜等，较好地满足了消费者

的需求。

此次星级服务区创建活动主要为

全面推行优质标准服务，管理部门已出

台微笑服务、接待礼仪、文明用语、便民

服务等

7

个方面的详细服务标准。 如在

文明用语标准方面就禁止服务员说“不

知道，自己不会看啊”“急什么，没看见

我正忙”等服务忌语；服务人员形象标

准方面规定上班时女同志不准佩戴耳

环，不带假睫毛，男同志不准留胡须、戴

有色眼镜等。

� � � �

本报

3

月

16

日讯 （记者 张新国 通

讯员 张毅 李路） 将精细化施工和低

碳环保纳入目标管理考核范畴，使质量

精细化，环保人性化，致力打造精品高

速， 这是

3

月

16

日记者在宁道高速公路

工作会议上获得的突出感受。

全面推行精细化管理， 是宁道高速

公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打造精品工程的

重要举措。 公司制定全面推行精细化管

理实施纲要和手册， 并将精细化施工纳

入目标管理的重要考核范畴。 公司建立

健全了“政府监督、法人管理、社会监理、

企业自检”四级质量保证体系，通过中心

试验室、监理单位、省质监站进行跟踪、

监督、试验抽检等环节，确保体系运转高

效。 公司对砼进行集中拌合，对全线圆管

函、边沟盖板、路肩沟、桥面钢筋网等构

件实行统一预制。 去年公司共下发并闭

合质量整改通知单

71

份， 监理下发工作

指令

520

份， 推倒返工质量不合格的通涵

结构物、桩、立柱等工程

21

处，处罚违约单

位

3

个，对不合格的

1

名监理人员和

5

名试验

室人员予以辞退。 他们还严格实行质量责

任制，将通涵构造物、桥梁、隧道等的质量

责任具体落实到人，每段桩号，终身负责，

各种评优争先实行“一票否决”。

为打造环境友好型高速公路，公司

制定了严谨的环保责任体系，施工中做

了大量的方案优化设计，避免对当地群

众生产、生活造成负面影响。同时，推行

“大树移栽，表土移填”国际环保理念，

全线

335

棵古树得到了有效移植和保

护，沿线富含种子的表土和淤泥进行了

移填。 他们还在公路沿线设立了九嶷

山、濂溪故里、都庞岭

3

个观景台，使环

境保护更趋人性化。

本报记者 田燕 史学慧

安化县梅城镇的蒋经固日前来

本报上访， 说自己

1

岁多的儿子从

没有注射过疫苗， 但儿子的疫苗接

种本上竟然作了多种疫苗接种登

记。 儿子因此耽误了卡介苗注射 ，

患上了结核性脑炎。

日前， 记者就此到安化县梅城

镇采访。在梅城镇中田村，蒋经固告

诉记者：

2008

年

7

月

1

日儿子在家出

生， 当时他们就找到乡医说要打疫

苗，但乡医一直没拿疫苗来。

2009

年

4

月

30

日，自己又带着小孩去镇卫生

院要求接种疫苗，一查，却发现儿子

已经“被”接种了。 刚拿到手的儿童

预防接种本上，记载着乙肝疫苗、卡

介苗、脊灰疫苗、百白破等几类计划

疫苗接种时间， 卡介苗和乙肝疫苗

的第一次接种日期是 “

08

年

5

月

28

日”，而这时小孩还没出生。 镇卫生

院说小孩接种了就不能重复接种。几

经解释，直到

2009

年

10

月

7

日，小孩才

补上了第一针乙肝疫苗，卡介苗则因

卫生院缺药而没有注射。

10

月底小孩

开始反复发烧，后经诊断为结核性脑

炎，目前已留下后遗症，左手和左脚

明显无力。 “卡介苗就是预防结核病

的”， 蒋经固无奈地说：“如果当时接

种了，儿子很可能就不会得病，小孩

现在每个月都要到长沙复查一次，至

少还要吃上一年的药。 ”

在接下来的采访中 ， 记者发

现， 幼儿没接种疫苗的不止一个 。

1

岁

8

个月女孩刘斌的妈妈告诉记

者， 小孩长这么大， 只打了一针乙

肝疫苗。 小刘斌的接种本上， 全是

空白。 在镇卫生院的建档卡片上 ，

记者翻到了小刘斌的卡片， 发现上

面记录的却是接种了卡介苗。 小刘

斌到底是接种了家长说的乙肝疫苗

还是 “被” 接种了卡介苗？ 卫生院

的负责人也不知道， 只说这是乡村

医生上报的。

村民告诉记者， 村防疫员挂的

是郭亮的名字， 而实际上是他的父

亲、 村里的老赤脚医生郭宪政在做

这份事， 村里在家里生小孩的妇女

不少， 但是小孩注射疫苗的事， 防

疫员根本就没管过。 记者找到身体

羸弱的郭宪政， 他承认村防疫员确

实是挂儿子的名， 自己在做事。 他

身体一直不太好 ， 无力胜任工作 。

至于蒋经固小孩的事， 他说当时填

上日期是为了应付检查， 事至如今

他只能说声 “对不起 ”。 令人奇怪

的是， 梅城镇卫生院 （又称梅城镇

公共卫生管理办公室） 负责人明知

郭宪政父代子当防疫员不合规定 ，

但今年初， 镇公卫办在与乡村医生

签订责任状时， 中田村仍然是郭宪

政代替儿子签下了责任状。

梅城镇卫生院的负责人称，两小

孩没接种疫苗是乡村医生失职。 但记

者认为， 镇卫生院疏于管理难辞其

咎，他们虽然与乡村医生签订了责任

状，可这份责任状形同一纸空文。

记者采访翌日， 安化县卫生局

和疾控中心得知情况后， 立即派出

专人到梅城镇调查， 并来报社说明

处理情况： 安化县卫生局吊销了郭

亮的证照， 注销其乡村医生从业资

格； 梅城镇公卫办就此事作出了深

刻检讨。 来人并表示， 立即对梅城

全镇范围内

0

至

14

岁儿童免疫接种

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查漏补种， 并将

此事通报全县， 在全县范围内进行

一次查漏补种。

� � � �

本报

3

月

16

日讯 （记者 李茁 通讯

员 张洪刚）今天上午，在京港澳高速潭

耒段

260

公里处 （株洲境内）， 一辆河南

籍大货车因车身失衡， 致使车上所载农

药一部分倾洒到路面。 经潭耒高速交警

和路政队员的清理， 成箱农药被转运完

毕，现场被清洗干净，路面恢复通行，未

发生人畜中毒等情况。

该起事故发生在当天上午

11

时

10

分。

11

时

50

分，记者赶到现场时看到，一辆牌号

为豫

P93616

的大货车斜停在行车道上，车

上所载大部分货物（瓶装敌敌畏）倾洒至路

面，占据了整个路肩，给过往交通造成了阻

碍。记者在大货车车底看到，不少成瓶的敌

敌畏被摔破、压破，白白的液体流了一地。

事故发生后，潭耒高速交警大队迅速出动，

组织民警和路政人员迅速投入清理、转运

工作，并采取交通管制措施，阻止围观群

众进入现场，防止中毒事故发生。经过

3

个多小时忙碌，到下午

2

时，现场给清理

干净，货车上及洒落在地上的瓶身未破

碎的农药被转运走，路面恢复通行。 据

了解，该大货车由广州驶往郑州，装载

了

38

吨农药，超载近

10

吨。

经现场勘测认定， 发生该起事故的

主要原因是该大货车严重超载、超高，且

货物捆扎不牢，在运输途中向右侧倾斜，

致使固定绳索断裂而引发事故。 目前，民

警已对该大货车实行暂扣， 并将对该车

驾驶人李某进行责任追究。

长沙海关查获

毒品1116克

送货者和接货者双双落网

本报

3

月

16

日讯 （通讯员 黄

勇华 言顺 记者 曹娴） 记者今天

从长沙海关获悉， 长沙海关日前在

黄花机场查获毒品

1116

克， 送货者

和接货者双双落网。

3

月

7

日下午， 来自香港的港龙

航空公司

KA720

次航班于

18

时

15

分

到达长沙黄花国际机场， 长沙海关

旅检关员在检查时发现， 一名马来

西亚籍女性旅客的行李箱清空后超

过正常重量， 反复过

X

光机， 将图

片进行比对后发现有疑似夹层， 内

侧边沿有未干透的胶水痕迹。 掰开

箱内底部一角时， 发现底部有

3

包

由锡箔纸包装的不明物体露出。 经

查证为毒品海洛因， 净重

1116

克。

据携带毒品的犯罪嫌疑人交

待， 马来西亚的老板要她把箱子带

进长沙， 交给一外籍男子， 交货地

点为长沙远大路某宾馆。 根据这一

线索 ， 干警立即在该宾馆实施布

控。 当晚

20

时左右， 其境外老板打

电话要求她与长沙的接头人联系。

接货者如期而至， 干警一举将其抓

获。

高速服务区创建星级“窗口”

质量精细化 环保人性化

宁道高速致力打造精品工程

农药倾洒高速公路

交警快速处置未造成污染

热线电话：

18907312110

安化县梅城镇疫苗接种问题多，村防疫员名不符实———

没打疫苗竟有接种记录

衡南税法宣传进“两会”

� � � � 3

月

12

日 ，

隆回县小沙江

镇妇女在认真

嫁 接 金 银 花

苗 。 金银花生

产已成为该县

高寒山区农民

的 “摇钱树”。

贺上升

周江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