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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10日讯（记者 乔伊
蕾）今天，记者从省互联网信息办公
室在长沙召开的全省网络举报工作
会议上获悉， 为推进网络空间治理，
我省14个市（州）网宣办以及16家省
内网站签署了《积极受理网民举报承
诺书》， 统一向社会公布了24小时举

报电话和举报邮箱。
会上，14个市（州）网宣办以及红

网、华声在线、芒果TV、星辰在线、尚
一网、衡阳新闻网、人民网湖南频道、
新华网湖南频道、 中国新闻网湖南频
道、中国日报网湖南频道、新浪湖南、
腾讯大湘网、凤凰网湖南频道、凤网、

为民网、 湖南教育网等16家省内网站
签署了《积极受理网民举报承诺书》，
一致承诺：设立举报部门，公布24小时
举报电话，及时处置公众举报。积极受
理网民举报的违反法律法规底线、社
会主义制度底线、国家利益底线、公民
合法权益底线、社会公共秩序底线、道

德风尚底线和信息真实性底线等违法
和不良信息。及时核实举报信息，对违
法和不良信息做到及时删除， 并向举
报人反馈； 对恶意散布违法和不良信
息的用户，采取处置措施，并向有关执
法部门报告。欢迎网民监督，对网络举
报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本报10月10日讯（记者 王曦）
今天， 长沙的王先生给本报96258来
电，称10月9日下午至10日凌晨，长沙
市湘府西路、 猴子石大桥和长沙县等
地连续发生3起渣土车撞人事故，希望
对城市渣土车规范管理做一了解。

记者就此分别采访了长沙市城
管局渣土管理处和长沙市交警支队。
据悉，长沙市目前有55家正规渣土运
输企业，2300台渣土运输车。 城管和
交警对渣土运输企业的管理各有侧
重。 渣土管理处主要依据《长沙市城
市管理条例》和《长沙市城市市容和
环境卫生管理办法》 对企业进行管
理，当渣土运输破坏市容市貌等情况

时对企业进行扣分， 累计达到一定限
度时企业必须停业整顿。交警方面，根
据省公安厅交管局相关规定， 对存有
车辆逾期未检验、未报废、驾驶人逾期
未审验、交通违法未“清零”、安全隐患
突出且不按要求整改的运输企业，长
沙车管所将暂停相关企业的新车注册
登记业务，对下达2次以上整改通知书
仍未整改到位的， 交警部门将可上门
采取扣留车辆、拆卸号牌、扣留证件、
锁车禁行等措施， 督促其落实安全管

理规定。 至于渣土车驾驶员个人原因
造成交通事故的， 将被交警部门依据
相关交通法规进行处罚。

交警部门表示，根据长沙市道路
通行规定，渣土车行驶时间为当天22
时至次日7时， 其它时段禁止在城区
道路通行。 对于城区渣土车交通违
法，交警部门一直常抓不懈，仅今年9
月1日至30日，即查处城区渣土车交
通违法行为3968起。

长沙市城管局渣土管理处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 长沙现有的2300
台渣土车将逐步被新型智能运输车
取代，首批600台该类型车辆将于10
天后投入运营。 该车限载30吨，发动
机内部植入智能芯片和车载定位系
统，一旦车辆存在超载、车厢未合严
或未按规定线路行驶的情形，只要这
些情况不消除，车辆将只能以不超过
20码的速度行进， 迫使驾驶员规范
操作，这样，市民的出行将可以得到
更安心的保障。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委网宣（管）办

0743-8560113 xxzwxb@163.com

红网 0731-82965620 zbs@rednet.cn
华声在线 0731-84329525 ts@voc.com.cn
芒果TV 0731-82871680 web@hunantv.com
星辰在线 0731-82205981 webmaster@changsha.cn
尚一网 0736-7719335 1159970175@qq.com

衡阳新闻网 0734-8888057 hyxinwen@163.com
人民网湖南频道 0731-89820793 people0731@163.com
新华网湖南频道 0731-82684571 xhwhnjubao@163.com

中国新闻网湖南频道 0731-84428825 cns84428825@126.com
中国日报网湖南频道 0731-84499998 hnrx@chinadaily.com.cn

新浪湖南 0731-88708056 2496518461@qq.com
腾讯大湘网 0731-89954110 2202407260@qq.com

凤凰网湖南频道 0731-88745968 ifenghunan@ifeng.com
凤网 0731-82333687 yibo@fengone.com

为民网 0731-82688233 tousu@wmtv.cn
湖南教育网 0731-82207750 447038018@qq.com

省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
（举报网站入口：http://wfblxx.rednet.

cn/）
0731-82688060 hunanfuwu168@163.com

长沙市委网宣（管）办 0731-88667349 csswwxb@163.com
衡阳市委网宣（管）办 0734-8214195 hyswgb2013@163.com
株洲市委网宣（管）办 0731-28680264 zzwljb@sina.com
湘潭市委网宣（管）办 0731-58583457 xtwljb@126.com
邵阳市委网宣（管）办 0739-5480132 syswwgb@126.com
岳阳市委网宣（管）办 0730-8317686 yy8889384@163.com
常德市委网宣（管）办 0736-7787220 cdswxb@163.com

张家界市委网宣（管）办 0744-8282852 zjjsxwp@sina.cn
益阳市委网宣（管）办 0737-4220706 yiyangts@126.com
郴州市委网宣（管）办 0735-2871625 czswgzx@163.com
永州市委网宣（管）办 0746-8359660 yzswwxb@163.com
怀化市委网宣（管）办 0745-2722187 hhwxb2012@163.com
娄底市委网宣（管）办 0738-8220110 ldswwxb@126.com

积极受理网民举报违法和不良信息

■链接

96258 记者在你身边 长沙城区渣土车违法频繁
交警：9月查处近4000起
城管：现有车辆将被新型智能运输车逐步取代 图为获得本次大赛创新设计奖的中国红瓷器婚庆胸花12生肖系列作

品。 该系列作品由湖南科技大学、长沙大红陶瓷公司设计创作。
本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尹彦征 摄影报道

本报10月10日讯（记者 陈薇）
今天，由省政府主办、省科技厅承
办的2014第四届“芙蓉杯”国际工
业设计创新大赛峰会暨颁奖活动
在长沙举行。 共有24件作品分获本
次大赛的至尊大奖、最佳科技创新
奖、最佳智能设计奖、最佳社会创
新奖等奖项。 其中， 由台北实践大
学陈信孚设计的“儿童溺水侦测泳
镜” 和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朱琳、周
正、唐蓓蓓联合设计的“荥经砂器
的再设计”获得“至尊大奖”。

这24件作品题材多样，既有能
自身携带水箱的“森林消防车”、能
搭建成临时逃生桥梁的“灾区应急
救援车”等大型机械，也有能报警
的“儿童溺水侦测泳镜”、糅合12生
肖元素的胸针等生活小件。

据了解，这届大赛的命题与以
往三届不同，其设计命题全部来源
于参与企业或机构的实际需求，并
由企业决定奖励办法。 大赛组委会
透露， 获奖作品也将在大赛评委、
导师的指导和参赛企业的培育下，
应用到实际的产品和服务中去。

据悉，本次大赛历时半年，得到
了来自全国的40多家企业支持，吸引
了全球14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所院
校参赛，征集作品3600余件，其中来
自国外的作品超过200件。 为更好激
活、转化这些资源和设计成果，由湖
南省工业设计创新平台和湖南德思
勤投资有限公司发起的“设计引擎创
新联盟”也于今天正式启动。 该联盟
旨在促进设计业与互联网、 制造业、
金融业等现代服务业的融合创新。

第四届“芙蓉杯”
设计大赛颁奖

本报10月10日讯（记者 周湘
云）“品质长沙我的家”，爱长沙，你
就“赞”长沙。 今日上午，2014长沙首
届网友节在长沙市芙蓉区浏阳河婚
庆园开启大幕。 即日起至12月底，一
场覆盖线上线下，大街小巷，百万网

友齐参与的狂欢派对“上演”。
网友节将开展“我的探访”百万

网民看品质长沙、“我的公益” 系列
之长沙公益100天行动、“我的艺
术”湖南艺术名家联谊笔会等多项
精彩活动。

长沙首届网友节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