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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6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郭彦妮 李志辉 ）“凭借服
务群众联系卡， 我们反映水渠清
淤、道路亮化等问题，都得到了解
决。 ”近日，永兴县鲤鱼塘镇联盟村
村民彭五斤谈起镇里推出的“服务
群众联系卡”，赞不绝口。 目前，鲤
鱼塘镇已通过此卡受理群众诉求
3200余条， 帮群众解决困难210多
起。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中， 永兴县组织党员干部开展
“访基层群众，问干部作风”意见建
议征集活动。 县里成立40多个工作
组，通过入户走访、召开民情恳谈
会、寄发信函、发放意见征求表等，
广泛征求意见。 已先后发放征求意
见表5万份， 召开各种层次的座谈

会1200余场次，走访农户3万余户，
征集意见建议2万余条。

对征集的意见建议和群众反映
的问题， 永兴县认真梳理、 汇总，
分为住房、 交通、 教育等类别， 按
照职能和办理权限， 建立起“问题
清单”， 转交各责任部门、 乡镇办
理。 经部门、 乡镇协调能够解决
的， 由其自行解决； 经多方联系协
调， 确实解决不了的， 上报县教育
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启动新
的解决机制， 确保问题有序解决。
对已解决的问题， 县里形成“成果
清单”， 通过当地媒体等进行公示，
接受群众满意度测评。

据了解， 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
来， 永兴县已先后为群众解决生产
生活难题3300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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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怀立
通讯员 陈建元 黄娜丝

4月下旬， 茶陵县委书记彭新军
轻车简从， 冒雨来到自己的联系点
腰陂镇木冲村调研。

彭新军先来到村里的老支书龙
回芽家。 “几十年来， 这是县委书
记第一次走进我的家。” 见彭新军来
了， 今年68岁的龙回芽难抑激动，
急急从自己简陋的土屋里迎出来，
边走边说。 说是“家”， 老支书其实
只有一个人。 老伴去世， 女儿出嫁，
儿子打工， 就他一人守着一栋破旧、
散发着霉味的土房子。 当听说老支
书还患有高血压时， 彭新军神色凝
重， 在表示慰问的同时， 也鼓励老
支书为村里发展多出主意， 使大家
过上好日子。 龙回芽点头说： “村
里已经通知我参加上午的座谈会。”

上午10时， 彭新军冒着大雨来
到村部。 这时， 已有10多个同样冒
雨前来的村民代表在等着他。

刚刚坐定， 彭新军没有客套：

“我这次来， 就是和大家一起商量解
决‘最后一公里’ 问题的。 大家不
要光讲好话， 也不要讲客套话， 就
直接提意见。”

“我有两个问题。 我流转稻田
时， 有10多亩田就是协商不过来，
不知怎么办。 我想买农机， 需要几

十万元贷款， 请书记帮帮忙。” 村里
种粮大户龙家寅直来直去。

“村里有4000米机耕道缺
钱修不通， 急死了。” 村民龙童
芽急不择言。

“村里缺水。 自来水只通
到了三分之一的农户， 水渠跑

冒滴漏， 干旱时很多田都喝不饱。”
村民周三云抢过话题……

近2小时匆匆而过， 见大家的意
见表达得差不多了， 彭新军收起记录
的笔，与村民代表推心置腹地说起来：
“大家提的问题都很实在，但解决起来
还得区别对待。比如贷款的事，政府不
能包办，还是要按银行规矩办，建设项
目也不能完全‘等靠要’。 ”

“要争取支持， 更要自力更生。”
彭新军加重语气说， “在争取到一定
引导资金后， 大家还要踊跃投工， 力
所能及地筹资， 争取在外老板支持。
把这些力量聚集在一起， 就能够逐步
解决大家提出的问题。”

简单吃过午饭后， 彭新军又与村
干部一起实地查看机耕道， 研究具体
解决方案。 当晚， 他留宿村民家， 与
大家讨论到深夜。

长沙累计获得
专利授权6万余件
谢勇带队开展专利执法检查

本报5月6日讯（记者 刘文韬）5月5日至6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谢勇带队在长沙就专利法贯彻落实情况进行执法检查。

检查组先后深入到三一集团、铁建重工、千山药机、中联重科、湘
电水泵、方盛制药、三德科技等企业实地考察，详细了解企业在科技
创新、知识产权、专利申请、生产经营等方面的情况，并听取了长沙市
政府及长沙经开区管委会、 长沙高新区管委会贯彻实施专利法的情
况汇报。据介绍，自1985年我国专利法颁布实施以来，长沙市累计申
请专利103734件，获得专利授权60795件。其中，有效发明专利拥有
量达10073件， 每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居全国副省级城市和省
会城市第5位。同时，该市积极推动专利技术市场化、产业化，目前已
培育44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30项知识产权转化优秀项目、40名知
识产权创造领军人物。其中，30项优秀项目累计实现销售收入265.14
亿元，实现利税27.19亿元；40名领军人物共获得专利授权2603件，专
利产品累计实现销售收入1500多亿元，实现利税300多亿元。

在充分肯定长沙贯彻实施专利法所取得的成绩同时， 检查组提
出，要进一步增强各级领导和全体公民的专利法治意识，切实加强知
识产权机构建设和队伍建设，努力提高专利中介机构的服务水平，加
大对专利型企业的扶持力度，做到精细化管理、精准化扶持。同时，进
一步加大对专利保护的司法维权力度， 有效解决专利维权官司周期
长、成本高等问题。

谢勇强调，要牢牢树立专利就是生产力的意识，将工作重点放在
抓专利成果转化、抓专利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抓专利维权援助方面，
进一步完善专利政策导向，加强专利创造、保护和运用，保护、鼓励、
支持、服务好创新主体，充分发挥专利生产要素的作用，营造有利于
科技经济发展的良好社会环境。

本报5月6日讯 （记者 孙敏坚）最
近，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们
发现， 原来常有车辆随意停放的校园
里变得“整洁”了不少。 针对师生在教
育实践活动中反映的交通管理意见，
学校迅速行动， 建立门卫与护校队联
动机制以及24小时巡逻机制， 整顿乱
停乱放等行为。 在教育实践活动中，该
校根据问题整改的难易程度制定不同
的“路线图”，确保各项任务整改到位。

活动开展以来， 学院组织党员干
部通过“自诊、 问诊、 互诊、 求诊、
会诊” 5种“把脉” 手段查找问题， 通
过召开座谈会、 发放问卷调查、 开展
“访师生， 问作风” 专题调研、 设立意
见箱、 延续校领导“接待日”、 开辟网
上专题页面、 走访个别谈话等7种方
式 ， 广泛听取意见建议。 据统计 ，

“五诊七听” 共征求到校领导班子意见
721条， 校领导班子成员意见234条。

根据意见建议， 学校经过讨论制
定了23项专项整治任务， 并根据整改
进度， 将任务分解为能够立即完成的
10项整改“完成时”、 能够现在启动并
在规定时间内整改到位的10项“进行
时”、 需要在将来一段时期才能到位的
整改“将来时”， 实行分时整改， 分责
推动。 目前， 超标公务用车、 用房清
理， 校园交通秩序混乱等任务已经整
改完成， 学校共核查清理超标办公室
面积135.5平方米， 封存超标公务车1
台； 维修教学基础设施、 调整教职员
工绩效工资等任务正在整改过程中，
明确本年度职工收入增加10%， 学校
制定并实施多媒体教室建设与改造，
将新增75间多媒体教室。

张硕辅要求

把饮水安全
作为民生水利第一要务
本报5月6日讯（记者 柳德新）在省政府今天召开的全省农村饮

水安全工作视频会议上，副省长张硕辅要求，各地要把农村饮水安
全作为民生水利工作的第一要务，作为一项政治任务，花更多的工
夫，费更大的气力，不折不扣抓紧、抓实、抓好。

张硕辅指出，要高度重视农村饮水安全工作，切实增强责任感
和紧迫感。省政府连续10年将农村饮水安全建设列入为民办实事项
目，今年又将其纳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考核指标体系。目前，列入国
家规划内的还有近1000万人、洞庭湖区省级补充规划有205万人的
饮水安全问题亟待解决，山丘区也还有不少规划外饮水困难问题急
需解决。要切实抓好工程建设管理，确保民生工程取得惠民实效。要
建立对各参建单位的市场行为监督机制，建立完善水利建设参建市
场主体守信激励和失信惩处机制，规范水利建设市场。要全面推行
公示制度，推行规划建卡制、社会公示制、资金报账制、管理责任制
等制度，年度项目计划情况、完成情况都要在报纸和门户网站等媒
体上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张硕辅强调，要建立完善群众参与机制，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
全省要建立“自下而上、先急后缓、择优奖励”的推进机制，通过“一
事一议”引导群众筹资投劳，省里将重点支持群众积极性高的地区
开展农村饮水安全建设。

湖南少儿出版社
给边远村小送图书

本报5月6日讯 （记者 肖军 通讯员 刘杰华
唐涛 秦明） 今天， 看到湖南少儿出版社有限
责任公司送来的爱心图书摆上了学校图书室书
架，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大堡子镇岩湾小学的
孩子们笑逐颜开。 二年级学生冯盛云翻开 《长
头发的狮子》 一书， 爱不释手地说： “有图有
拼音， 看得懂。”

岩湾小学地处靖州最偏远地区， 离县城
60公里， 条件非常艰苦， 办公和生活设施落
后， 同时又是周边4个村唯一的学校， 现有
110名学生。 2012年8月， 珠海市政府干部贝
华退休后， 义务到这里支教， 并积极为孩子们
争取现代教育资源。 县教育局也着力为学校改
善办学条件， 将教学楼、 食堂改造一新， 并建
了篮球场和幼儿游乐场， 开设了电脑室、 图书
室、 音乐教室， 接收了捐赠校车， 提供了免费
午餐。 但图书室还是空荡荡的， 给孩子们留下
了一个遗憾。 湖南少儿出版社了解情况后， 募
集了700余册图书、 100套书包及文具、 衣物
等， 于5月5日派专人送到了学校。

本报记者 陈永刚

5月6日，长沙市环保局以“推进‘清
霾’行动，我们一起努力”为主题，举行
了长沙第二个“环保开放日”活动。来自
省市环保部门、长沙市各相关单位的负
责人，和近50家企业及市民、志愿者代
表百余人，围绕目前全社会最关注的环
保问题———雾霾，探讨如何开展“清霾”
行动，共同推进《长沙市大气污染防治
行动计划实施方案》。

距离“蓝天白云”仍有不小差距
“今年前4个月，长沙市空气优良天

数62天，优良率仅为51.7%，首要污染
物为PM2.5。 这与老百姓的期待相去甚
远，距离‘蓝天白云’的目标仍有不小的
差距。 ”

座谈会一开始，长沙市环保局党组
书记、局长王小平首先亮出了“家底”。
她介绍，长沙市的雾霾天气与湘江谷地
的地形地势、不利于污染物扩散的内陆
气象条件和外来污染物迁移的影响息
息相关。根据省环保厅对长沙市空气质
量监测数据的分析研究，初步认为该市

机动车尾气对PM2.5质量浓度的贡献
率为25.5%，工业（过程）源为20.1%，扬
尘13.4%， 煤烟尘11.6% ， 餐饮油烟
10.4% ， 生物质燃烧 5.4% ， 未知源
13.6%。

严查污染大气违法行为
改善空气质量，长沙市作出了那些

努力？
为加强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长沙

市从2013年1月全面恢复机动车排气
定期检测， 截至2014年4月30日止，全
市已对206630辆机动车进行了排气检
测，检测合格率为87.99%。 并于2013年
11月启动了机动车环保标志核发工作，
已发放机动车环保标志285940套，为
下一步在主城区实施黄标车限行措施
打下了基础。

今年以来，长沙市组织开展了大气
污染防治集中执法行动。 重点对火电、
水泥、化工、造纸、有色金属冶炼等重点

污染源，餐饮、建材、建筑工地等行业企
业，非清洁燃料锅炉、垃圾焚烧、加油站
油气回收设施等其他大气污染源进行
了检查，发现存在环境违法行为的企业
有207家次，立案查处企业6家，被责令
限期安装油烟净化器的餐饮单位42家，
取缔关闭企业55家。

王小平表示，长沙将进一步加大对
污染大气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情节严
重的，按照新《环境保护法》中的“处罚
按日连续计罚”的规则，上不封顶，并给
予有关责任人行政处分。

“清霾”，是一场全民行动
开放日当天，部分市民代表来到位

于长沙市环境监测中心顶楼上的空
气检测现场，现场体验空气质量检测
过程，了解空气检测的基本原理。 市
民代表周晓民说， 通过现场体验，让
市民对环保参与权、知情权和监督权
有了切身体会。

“‘清霾’行动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
全民行动，每一位市民都是‘蓝天白云’
的卫士。 ”王小平介绍，今年“六·五世界
环境日”的主题是“向污染宣战”，环保
部门倡导每一位市民：树立“同呼吸、共
奋斗”的行为准则，绿色出行，多骑自行
车，多坐公交车，减少尾气排放；绿色消
费，购买包装简单的商品，选购绿色产
品；绿色办公，重复使用纸张，双面打
印，多使用电子贺卡、电子邮件等；绿色
生活，少抽一根烟，少用一次性木筷、纸
杯、纸巾等；爱绿护绿，积极栽种花草树
木，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从身边的
小事做起，为长沙天更蓝、空气更清新
而不懈努力。

长沙加大淘汰落后产能力度

明年底关闭300家花炮企业
本报5月6日讯（记者 陈永刚）在今天举行的长沙市“环保开

放日”活动上，长沙市工信委相关负责人透露,为共创碧水蓝天，长
沙将加大淘汰落后产能工作力度，力争明年内将全市立窑水泥生
产线全部关闭，并将锌冶炼、制革产业和柠檬酸行业全面退出；同
时，加快花炮主产区（浏阳市）行业整合提升，力争到2015年末，将
浏阳花炮企业控制在600家左右，关闭淘汰300家。

长沙市工信委节能与资源处处长熊诗奇介绍，2012年， 长沙
市对长沙特种建筑材料厂、 长沙县华莎造纸厂等7家企业关停和
拆除生产线，淘汰落后水泥产能8.8万吨,造纸产能6.9万吨,制革产
能65万标张；关闭了西湖冶炼厂、长沙县白果造纸厂、长沙县万顺
实业3家小企业，减少了湘江流域的污染物排放量。 2013年，长沙
实现了全市城区（含望城区）花炮、石膏、铅蓄电池企业全部淘汰，
长沙湘宁造纸有限公司、浏阳市经纬造纸厂、望城县出口花炮厂
等10家企业关闭。

2014年到2015年，长沙将继续加大淘汰落后产能工作力度，
严控市场准入。 建立全市产业政策前置审查和技术改造项目备案
制度，重点对水泥、煤炭、电力、造纸等高耗能项目严格执行土地、
环保、安全、技术、节能和资源综合利用等市场准入政策，从严把
好项目审核关，坚决制止违规建设行为。

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联系点听民声

“不要讲客套话，直接提意见”

■创新在基层

永兴建“问题清单”解民忧 湖南铁道职院“五诊七听”找问题

“清霾”，需要大家共同行动

彭新军 （左） 看望老党员龙捞生， 征求他对发展村级经济的意见。
邓施环 摄

欢乐流淌沱江河
———凤凰县苗族四月八跳花节速写

本报记者 彭业忠 通讯员 黄晓军 吴文星

夜色渐浓，凤凰古城与沱江变得朦胧起来，苗族同胞们，穿着节
日的盛装，戴着漂亮的银饰，来到沱江边，唱起了情歌……

这是5月6日，农历四月初八，凤凰苗族传统节日———四月八跳花
节中，千人情歌大对唱的一个场景。

四月八跳花节，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天，是苗族同胞们
尽情挥洒激情与才智，展示浪漫生活的日子。序曲，从早晨的古城里
开始。8时刚过，穿着或红、或蓝、或绿苗族盛装，戴着各式各样银饰的
苗族阿丫、阿妹们，一行行，一队队，从凤凰古城里穿街而过，且歌且
行，好不热闹。开幕式，摆在沱江上举行。沱江的跳岩与雪桥之间，约
800米的水面上，搭起了一个红色的跳花台。

90只小木船，装着来自凤凰县各苗族聚居乡镇的苗族同胞代表，
装着来自贵州省雷山县等几个县的苗族同胞代表， 装着来自自治州
花垣、保靖等县的苗族同胞代表，也装着来自台湾屏东县的原住民同
胞代表。在凤凰人自编自唱的《苗家人的好日子》的歌声中，代表们尽
情地展示他们的歌技与舞技，展示男人们的强壮与彪悍，展示女人们
的温柔与漂亮。优美的歌声，落在沱江里，随着圈圈水波，荡向四周；
漂亮的舞姿，倒映在沱江里，随着圈圈水波，漂向四周。掌声便不时响
起来。高潮一个接着一个。

上万名游客与乡亲，在沱江的两岸，欣赏了这一盛宴，大家的欢
乐，一同在沱江河里流淌着……

5月5日， 技术人员在指导环卫工人养护洗扫车的技巧。 当天， 长沙县环卫局邀请中联重科技术人员为该
区5个街道150余名环卫工人培训， 指导他们正确使用和养护环卫机械， 帮助他们提高清扫质量。

本报记者 赵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