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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章安 陈鸿飞
通讯员 李英姿

家住衡阳市蒸湘区红湘街道的
周大爷年过七旬， 因各种历史遗留
问题， 房屋迟迟没办到产权证。 9月
上旬， 周大爷通过“12345” 政府
服务热线， 再次反映自己的诉求。
相关部门先后5次到他家了解情况，
并与各方沟通协调， 使问题得到了
解决。

从5月开始， 衡阳市把开展信访
事项久拖不决、 久诉不息问题专项
整治， 作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一项重要内容来抓， 在全市集
中开展信访突出问题“大排查、 大
接访、 大化解” 行动， 推动广大党
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包案化
解， 取得明显成效。

“一把手” 带头抓信访
5月12日， 衡阳市“大排查、

大接访、 大化解” 行动启动暨信访
积案交办会召开。 市委书记李亿龙
向全体市级领导和县市区、 市直部
门单位交办积案， 下发交办函， 并
接受县市区和市直部门单位一把手
递交的包案责任状， 向全市上下发
出了“一把手” 带头抓信访的明确

讯号。
4个多月来， 李亿龙亲自接访并

解决了3个疑难问题， 还先后2次调
度联系点耒阳市和全体市级领导包
案化解工作， 现场解决上访老户郑
某反映的民事赔偿不到位等积案。
市长周海兵主持召开政府常务会议，
专题安排部署信访工作， 并坚持每
个月听取信访情况汇报、 组织研讨，
就房地产办证、 企业改制、 重点工
程等方面信访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
研， 力促一批积案解决。

市委常委和市政府领导在工作
分工上实行“一岗双责”， 既对分管
领域的信访工作负责， 又对联系县
市区的信访工作负责,纷纷深入基层
下访接访、 深入联系点调查研究，
及时妥善处理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

至9月中旬，衡阳市、县（市、区）
两级党政领导参加定点接访408人
次， 接待群众4163批次18976人次，
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2076个。

联合解决“推、拖、躲”
群众反映的信访问题， 有些比

较复杂， 涉及多个部门和单位。 为
此， 衡阳市调整市联席会议， 吸纳
38个成员单位， 组成13个专项工作
小组、 1个政策协调小组。 各部门联

合接访， 部门之间“推、 拖、 躲”
现象大为减少。

衡阳市还集中开展“市、 县、
乡、 村大联动， 万名干部大接访”
活动。 一方面实行纵向联动接访，
对群众信访事项由村 （社区）、 乡镇
（街道）、 县 （市、 区） 领导干部逐
级陪访， 直至案结事了； 另一方面
实行横向联动接访， 联席会议各专
项工作小组牵头组织各成员单位定
期接访、 定期研讨， 排查化解本领
域内的信访热点问题。 大接访活动
开展以来， 各级党员干部通过实地
察看、 民情恳谈、 基层走访、 网络
问政等方式， 了解社情民意， 排查
化解矛盾纠纷3208起， 为群众办好
事实事1.12万件。

畅通群众诉求渠道
5月28日， 常宁市民刘伟民试

着向市委书记何录春打电话， 反映
政务中心服务态度有问题。 没想到
第二天工作人员登门服务并道歉，
这让老刘大感意外。

为畅通群众诉求表达
渠道， 从5月开始， 衡阳
市公开各级领导干部和信
访部门工作人员电话号
码， 分区域发放“群众信

访一卡通”， 群众打个电话就能投
诉、 办事。 在全市216个乡镇 （街
道）、 5462个村 （社区） 设立群众
工作站室， 就地接待群众； 开通政
府“12345” 服务热线， 聘请近100
名服务员， 24小时在线服务； 建设
网上信访平台， 实行网上登记、 流
转、 反馈， 方便群众投诉、 跟踪、
查询； 建立视频接访平台， 解决远
程投诉难； 创建手机信访短信、 信
访微信、 信访微博等互动平台， 及
时发布信访信息和工作动态。

衡阳县洪市镇杨泉村张大仁等
20名农民工在广东肇庆承包引水工
程， 被拖欠工程款及工资200万元。
他们通过远程视频向家乡衡阳县信
访局投诉， 该县多次南下肇庆， 为
农民工讨薪。 经近两个月努力， 最
终让对方全部兑付到位。

通过网络、 手机、 电话和视频
等方式， 今年来， 衡阳市共受理群
众投诉5600余件， 处理回复5400多
件， 按时办结率达96.7%。

本报9月22日讯 （记者 张斌
吐鲁番日报记者阿部都秀库尔·斯马义） 今
天下午， 致公党湖南省委在长沙召
开社会服务工作会议。 致公党中央
副主席闫小培出席会议并讲话。

致公党湖南省委主委胡旭晟在
会上对近5年来开展社会服务的工
作模式和经验进行了总结。 2012年
11月， 致公党湖南省委启动“致公
助学” 平台， 以党内力量为主， 以
致公助学网为纽带， 同时汇聚“侨”
“海” 之力， 共捐资500余万元， 资
助贫困学生1100余人， 形成了一种

开放式、 可持续性的社会服务新模
式。 同时， 致公党湖南省委积极参
与我省统一战线“一家一” 助学就
业·同心温暖工程项目， 帮助贫困学
子实现求学就业梦。

会上， 致福慈善基金会与湖南
中华职教社、 致公党湖南省委、 致
公党张家界市委、 张家界旅游学校

共同签约， 捐赠20万元计划帮助50
名张家界贫困学子完成2年专业学
习， 并推荐到侨资企业实习就业。
据悉， 这是致公党中央首次通过直
接捐赠的方式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

会上表彰了一批先进， “‘一家
一’ 助学就业‘致公班’” 等18个项

目、 王志平等22人分获优秀成果、
优秀个人表彰。

闫小培说， 致公党湖南省委及
全省各级组织不断更新理念， 积极
创新方法， 探索新机制新模式， 不
断打造新品牌， 扩大了影响力和知
名度。 希望进一步培养创新精神、
精品意识， 以注重实效的原则， 发
挥优势， 突出特色， 与参政议政相
结合， 进一步提高社会服务工作水
平， 为湖南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积极
贡献。

本报9月22日讯 （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熊益沙） 今天， 湖南省新
型城镇化专题培训班在上海开班，
副省长张剑飞、 同济大学常务副
校长陈以一出席开班仪式。

此次培训班由湖南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 同济大学联合举办，
参加培训班的学员包括省内各市
州分管城建的副市州长， 市州住
建、财政、规划、城管、房产部门的
主要负责人，县市区分管城建的副
县市区长， 省直相关部门负责人，
以及新疆吐鲁番地区城建干部。

培训班共分3期， 每期培训一

周， 今天开班的是第一期。 培训班
邀请了新型城镇化、 城市综合交通
体系、 公私合作制 （PPP） 模式、
城镇污水垃圾处理、 城镇住房保障
和棚户区改造等方面的国内知名专
家、 学者授课， 并安排了现场考察
交流。

张剑飞在讲话中说， 这次新型
城镇化专题培训班是由杜家毫省长
提议、 并亲自与同济大学主要领导
商定的。 主要是为了提高全省主管
城建领导干部的视野、 能力与水
平， 也是全省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的重要举措。

新型城镇化专题培训在沪开班

近两年来资助1100余人

“致公助学”温暖贫困学子

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整改进行时

衡阳 着力解决信访难题

9月22日，市民在嘉禾县普满乡农业生态观光园赏花拍照。近年，该乡发
挥风光秀美的地方优势，培育果园、花园、林园、菜园和水上乐园等农业生态
观光基地，带动了乡村休闲旅游产业发展。 黄春涛 摄

本报9月22日讯 （记者 李伟锋）
9月22日15时许，醴陵市浦口镇保丰
村南阳出口花炮厂发生一起安全生
产事故。目前已确认有6人死亡，38人
受伤，受伤人员已送往医院救治。

事故发生后，湖南省委书记徐
守盛立即作出批示，要求组织专门
力量全力以赴抢救受伤人员，做好
死亡人员善后和家属安抚工作，调
查事故原因， 及时准确公开信息。

省长杜家毫也在第一时间作出批
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并对面上
安全情况作全面检查， 举一反三，
全力遏制安全事故。

副省长张剑飞受徐守盛、杜家
毫委派，已赶往事故现场指挥救援
工作。

目前， 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
行，有关责任人已被控制，事故原
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醴陵一花炮厂发生爆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