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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李梅花

仲春时节，漫步娄底市城区，大街小巷干净

有序，行车礼让蔚然成风，文明标语随处可见，志

愿团队帮贫助困……文明，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

人们如沐春风。

2010 年以来，娄底着眼“为民”，着力“文明”，

着重“人”与“城”互动共生进步，以“十年磨一剑”

的决心和耐力，高质量推进文明城市建设，城市

功能日益完备，文明程度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不断增强。

分年分步，有力推进城市“创文”

2020 年 11 月 20 日，娄底市荣获“第六届全国

文明城市”。为了这一刻，娄底奋斗了 10 年。

娄底文明创建 10 年“长跑”，始终把学懂弄通

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

首要任务，不断深化和升华文明城市内涵。

2018 年，在获得两次全国文明城市提名资格

后，娄底发起新一轮冲刺。提出“创文三年行动计

划”，“一年打基础、两年见成效、三年创成功”，分

年分步、有力有序推进创建工作。

娄底成立创文工作领导小组，市委书记刘非

任组长，市长杨懿文任第一副组长；建立完善市

区领导包重点项目、包主次干道、包社区帮扶的

“三包”领导指挥机制，市级领导挂帅出征，亲自

调度；各级各部门主要负责人担当创建第一责任

人，广大党员干部充当创建工作主力军。

完善日常督导、媒体监督、第三方测评、纪委

问责“四位一体”工作推进机制，推动创建工作融

入日常、严在平常、干在经常。

2020 年，为跑好“最后一公里”，娄底市级领

导高频次以“四不两直”方式，深入基层一线，开

展专项督导、现场办公，重点解决群众关切的基

础设施建设、城市治理管理等难点问题，有效推

动创建工作高质量开展。

创建为民，擦亮城市幸福底色

3月 28 日，娄底原棉纺厂家属区，市民邓海林

和邻居坐在廊庭边晒着太阳聊着天，很是惬意。

“过去小区墙体开裂，电线老化，违章建筑乱

搭乱建，困扰居民生活。”邓海林说，2018 年，这里

被纳入老旧小区改造试点范围，大家喜笑颜开。

随着文明创建深入推进，娄底瞄准群众“急

难愁盼”问题，坚持“创建为了人民，创建依靠人

民，创建的成果由人民共享”，将完善基础设施、

改善人居环境、办好民生实事作为创建工作的重

中之重来抓。

近 3 年，娄底全面完成老旧小区改造 49 个

10479 户；综合实施城市亮化工程、农贸市场改

造、“四馆一中心”等系列文化场馆建设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公园(广场)建设等项目，东西

南北 4 个方向全部连通高速公路，12 条“断头路”

全部打通，9 条城市道路全面改造升级。

针对马路市场整治问题，娄底一手抓文明执

法，一手抓社会服务，设置流动摊担疏导点、季节

性瓜果临时销售点和跳蚤市场，解决中心城区

“地摊经济”就业岗位 5000 余个。

在“放管服”改革中，依托“智慧娄底”建设，

启动“互联网+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等 10 余个

子项目，一大批服务事项实现“只跑一次”“一窗

办理”“网上审批”。

崇德向善，持续提升城市文明

每逢天气晴好，娄底许多市民聚集在孙水公

园等地健身、玩耍。令人惊喜的是，市民散去后，

公园、广场保持洁净。

在娄底，讲文明已成为广大市民的自觉行

动。

娄底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抓手，深入推动

《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落地、落实，不

断加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成立市级新时代文明

实践指导中心，各县市区对标建设集“学习实践

科学理论、宣传宣讲党的政策、培育践行主流价

值、丰富活跃文化生活、持续推进移风易俗”等功

能于一体的文明实践平台，打造娄底文明“最硬”

软实力。

在服务城市发展一线，娄底着力打造志愿服

务品牌，目前已有志愿服务组织 63 个、志愿服务

站(岗)600 多个、志愿服务团队 1815 个、注册志愿

者 48 万名。截至 2020 年，娄底已连续 5 年入选全

国学雷锋“四个 100”志愿服务先进典型。

娄底大力挖掘培树、评选表彰道德模范、身

边好人等先进典型，凝聚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

榜样力量，涌现出全国道德模范肖光盛、全国岗

位学雷锋标兵郭远红，以及 11 名中国好人、125

名湖南好人、117 名娄底好人。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3月 29日讯（记

者 李国平 通讯员 刘沁）湖南法官周春梅因

公正司法，拒“打招呼”遇害牺牲一案，引起全

社会对司法人员安全保障的关注。为保障法

官依法履职公正司法，维护国家法律尊严和

司法权威，3 月 26 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出

台《关于保障法官依法履职公正司法的意见

（试行）》（以下简称《意见》），提出 34 项具体措

施，织密织牢法官依法履职法律保护网。

《意见》指出，法官依法履行职责受法律

保护，法官及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不因法官

依法履行职责受到威胁、侵犯，法官及其近亲

属的人格尊严不因法官依法履行职责受到侮

辱、贬损。

《意见》要求，全省各级人民法院设立法官

人身安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严格依法保护法

官及其近亲属人身安全。建立保护法官及其近

亲属人身安全申请报告机制和风险评估机制，

防范和化解危害法官及其近亲属人身安全的重

大风险。增强安全防范意识，扎实做好日常安全

保卫工作，设立安全检查岗，配备相应安全设

备，严密防范各类重大安全责任事故。认真排查

化解涉法涉诉矛盾纠纷，做好法官及其近亲属

人身安全保护的源头管控工作。加强与省政府

及其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建立完善法官的医疗

保障制度和抚恤优待措施。

《意见》强调，对非法携带管制器具或者

危险物质，逃避、抗拒安全检查，侮辱、诽谤、

威胁、殴打人民法院工作人员或者诉讼参与

人，抢夺、损毁诉讼文书、证据等 11 种情形的

行为人，司法警察应及时采取训诫、制止、控

制、带离现场等处置措施，收缴、保存相关证

据，及时移送公安部门处理。

《意见》规定，法官因履行职责负伤、牺牲

的，其所在单位应当为其子女在入学、入托、助

学等方面依法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对符合条件

的因公牺牲的法官遗属，其生前所在单位应当

积极按照相关法律或政策规定，积极争取救助。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3月 29日讯（记

者 聂沛 通讯员 刘雅伦）3 月 29 日，2020 年

下半年度“湖南好人”榜发布仪式暨“中国好

人”与“湖南好人”现场交流活动在衡南县举

行。经层层推荐、群众网上评议和专家评审，

2020 年 下 半 年 ，我 省 14 个 市 州 共 有 126 人

（组）获评“湖南好人”，陈信添、邓志民等 20 人

上榜 2020 年下半年“中国好人”。

发布仪式上，一张张朴素的照片、一个个普

通的名字在屏幕上滚动。周煜中等 14名 2020年

下半年度“湖南好人”代表上台接受表彰。情景

剧《活着的雷锋》、花鼓情感短剧《带着妈妈去上

学》、音诗舞《共同长大》等节目精彩上演，生动

再现了一个个奉献爱心的凡人善举。

现场交流环节分为“敬业奉献、助人为乐、

见义勇为、孝老爱亲、诚实守信”5个篇章。“中国

好人”邹晴及“湖南好人”全勇刚、周煜中、唐备

战、陈亮伟，分别上台分享其感人故事。

聆听完好人故事，衡阳市民王蕾说：“我

们要向这些好人学习、致敬，在生活中争做好

人、多行善事。”

此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主办，

湖南文明网、衡阳市委宣传部、衡阳市文明办

与衡南县委、县政府承办。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3月 29日讯(记

者 曾佰龙 通讯员 王超)记者从 3 月 25 日在

湘潭召开的 2021 年湖南省技术市场统计分析

会议上获悉，2020 年全省共完成技术合同认

定登记 11741 项，同比增长 30.12%，首破万项

大关，全省技术合同成交额达 735.95 亿元，较

上年增长 49.98%，总额排名全国第 11 位。

技术合同交易反映了一个区域的技术活跃

度，是衡量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标。近

年来，我省通过大力实施技术交易后补助政策、

搭建潇湘科技要素市场、积极开展业务培训和

政策宣讲、强化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工作的考核

监督等措施，有力推动了全省技术交易发展，为

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几组数据尤其值得关注。一是在省科技

厅公布的全省 14 个市州年度考核指标完成情

况中，完成进度居前三位的市州依次是张家

界市、永州市和湘潭市；全部实现技术合同成

交额正增长，增速居前三位的市州分别是张

家界市、永州市和湘潭市。二是长株潭继续引

领全省技术市场的发展，三市技术合同成交

额达 607.20 亿元，占全省的 82.51%。三是湘潭

市继长沙市、株洲市后，成为全省第三个年度

技术合同成交额突破 100 亿元的市州。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3月 29日讯（记

者 金慧）今天，长沙市举行营商环境优化工

程 2021 年工作部署推进会，出台行动方案，明

确将实施 71 条举措，高标准、宽领域、深层次

持续推进营商环境优化。

根据行动方案，到今年底，长沙市争创国家

营商环境创新试验区工作将取得重大进展；长株

潭营商环境优化一体化建设迈出新步伐，以省

“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为依托、以数据共联共

享为支撑的政务服务同标同质建设加快推进，

“跨域通办、跨市联办、全程网办、一次办成”加快

实现；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长沙片区优化

营商环境体制机制建设全面完成，营商环境改革

重点任务和创新举措实现新突破，与岳阳、郴州

片区协作通关一体化模式基本形成，将打造一批

独创性、有特色、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经验。

长沙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市优化

营商环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谭小平介

绍，长沙今年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将以践行“三

高四新”战略助力高质量发展为主线，聚焦公

民个人、企业法人全生命周期，推进政务服务

便利化改革、营商环境法治化建设。

去年长沙市围绕企业关注的重点难点问

题，扎实推进行政效能提速、实体经济降成

本、企业家权益保护、政策落地 4 大专项行动，

连续两年在省营商环境评价中排名第一，连

续两年获评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标杆城市，

“长沙经验”入选国家营商环境报告。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3月 29日讯（记者

刘勇 通讯员 徐宇星 吴雨旸）记者今天从长沙

火车站了解到，今年清明节小长假（4 月 3 日至 5

日）及之前的 4 月 2 日，长沙站预计发送旅客 39 万

人（日均发送 9.8 万人，高峰日 4 月 3 日预计发送

14 万人）。

在此期间，长沙站计划加开普速临客 21 对。

其中，始发临客 12 对，分别为长沙至岳阳 3 对，长

沙至常德、衡阳各 2 对，长沙至广州、深圳东、张家

界西、永州、怀化各 1 对；另开行通过列车 9 对。

长沙至黔江、石门县北等方向预计开行动车

组 23 对，长沙、株洲、湘潭预计开行市郊列车 70

对。列车具体开行情况以 12306 官方网站、APP、

车站公告等为准。

长沙站预测，此番客流以湖南省内的中、短

途返乡扫墓、踏青流为主，旅游流为辅。假日前期

客流向常德、益阳、岳阳、株洲、衡阳、湘潭、郴州

等周边城镇辐射；后期客流以返程为主，长株潭

城际线客流以湘潭、板塘、株洲、大丰、田心东为

主。4 月 2 日中午至 4 月 3 日上午将出现明显客流

增长，4 月 5 日返程客流高度集中。

长沙站提醒广大旅客，在清明假期要继续坚

持文明出行，配合做好测温工作，做好个人防护，

戴好口罩，勤洗手，预留充足的进站、安检、换乘

时间，共同维护健康安全的旅行环境。长沙站已

实施电子客票，旅客如果不需要报销则不必换取

纸质车票乘车。乘坐长株潭市郊列车的旅客，无

需提前购票，可直接刷铁路“e”卡通进站乘车。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3月 29日讯（记者

奉永成）清明临近，森林防灭火任务严峻。今天，记

者从省森防办、省应急管理厅获悉，全省林区已全

面启动扫码入林，所有人员、车辆通过均需微信扫

描防火码进出，确保封住山、看住人、管住火。

清明节期间，民俗祭祀扫墓与春耕生产用火

叠加，进山踏青、旅游休闲活动频繁，野外火源管

控难度加大，历来是森林火灾多发频发的关键

期。从过去森林草原火灾事故来看，引发森林火

灾的火源主要有两种，人为火和自然火。人为火

包括生产性火源，如农、林、牧业生产用火，林副

业生产用火，工矿运输生产用火等；以及非生产

性火源，如野外吸烟、做饭、烧纸、取暖等。自然

火，主要指雷电火、火山爆发、自燃等。

省森防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做好森林防

灭火工作，要牢记“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

不要在林区吸烟、打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

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

竹，不要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

群和未成年人玩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

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林区狩猎、放火驱兽，

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

一旦发现森林火情，要及时拨打森林火警电

话 12119 报警。在扑火时，不可盲目，要科技扑救，

先判明火势大小、火苗延烧方向，观察风向变化，

逆风逃生，切忌顺风逃生。如在山中遇火，要迅速

向山下跑，远离密集地灌木、草丛，寻找空旷的安

全地带，切忌躲进低洼或坑、洞处。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3月

29 日讯(记者 王为薇 通讯员 刘

彬)清明将至，长沙即将进入祭扫

高峰期。长沙警方提醒，广大市民

在悼念亲友的同时，要依法、安全、

环保、文明祭扫，切忌在长沙中心

城区违规燃放烟花爆竹。

根据《长沙市人民政府关于长

沙市中心城区禁止和限制燃放烟

花 爆 竹 的 通 告》（以 下 简 称《通

告》），长沙市南三环、西三环、北三

环、中青路、星沙联络道、滨湖路、

黄兴大道围合的城市区域，为限制

燃放烟花爆竹区域。另据长沙市应

急管理局消息，中心城区的烟花爆

竹销售网点已全部被关停。

长沙市公安局治安支队相关

负责人介绍，今年清明期间，公安

机关将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开展非

法贩卖烟花爆竹统一清查，收缴违

法销售的烟花爆竹。一旦发现违规

燃放烟花爆竹的行为，将依法予以

处罚。同时，市县两级将派出巡查

督导组，在清明节期间开展不间断

巡查，压实属地街道、社区以及陵

园、墓地等区域的管控责任，发现

问题，一律登记、通报。

据统计，《通告》发布两年来，长

沙共检查烟花爆竹生产、经营、运

输、燃放单位 800 余家次，整改安全

隐患 300余处;取缔中心城区烟花爆

竹零售网点 327 家;查处非法储存、

运输烟花爆竹行政案件 163起，行政

拘留 168人;办理烟花爆竹刑事案件

49起，刑事拘留 58人，捣毁非法生产

窝点 3处;查处违规燃放烟花爆竹行

政案件 640起，处罚 640人。

文明，让城市更美丽
——娄底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纪实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3月 29日讯（记

者 周倜 通讯员 何沛 陶泽恩）今天是第 26

个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以“知危险会避

险 安全文明出行”为主题的“湖南省第 26 个

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活动”，在长沙市开

福区第一小学启动，旨在通过开展系列校园

安全教育文艺节目、消防逃生演练、自护自救

培训等活动，提升师生安全意识，营造学生安

全社会氛围。

活动现场，省学生安全专业委员会成员

单位负责人为学校校长代表、学生代表赠送

了安全教育宣传图书；诗朗诵《生命之美，安

全之重》、情景剧《我是小交警》、合唱《让生命

花季充满欢笑》等节目将活动气氛推向高潮。

此外，活动还设置了师生安全教育现场演示

环节，通过烟雾逃生屋、灭火器灭火体验等环

节，让师生共同感受安全教育的重要性。

据了解，按照省学安委部署，各级教育部门

和中小学校要认真落实省教育厅制定印发的学

校安全工作指引，分月分类分事件、时间节点组

织开展学校安全教育；督促指导中小学校全面

将安全教育纳入课堂教学、班会活动及“开学第

一课”、家长学校的必修内容，做强安全教育课

堂主阵地，实现安全教育体系化、常态化。清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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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清明节前后客流高峰

长沙火车站将加开普速临客21对

封住山、看住人、管住火 ——

清明期间，扫码入林

3月 29日，吉首烈士公园，中小学师生向烈士纪念碑敬献鲜花。清明节前夕，湘西高新区溶江中学联合溶江小学开展清明祭扫烈士陵园活动，缅怀革

命先烈丰功伟绩，祭奠烈士英灵。 张术杰 摄

湖南高院出台《意见》保障法官依法履职
建立保护法官及其近亲属人身安全申请报告机制和

风险评估机制

2020年下半年度“湖南好人榜”发布
126人（组）上榜，陈信添等20人上榜2020年下半年

“中国好人”

我省技术合同认定登记首破万项大关
去年全省技术合同成交额735.95亿元，增长49.98%

我省开展“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活动

长沙71条“硬”举措提升“软”环境
“长沙经验”入选国家营商环境报告

3 月 29 日，湖

南 科 技 大 学 校 园

里，游客在樱花园

游玩。该校樱花园

面积约1万平方米，

每年三月下旬到四

月中旬为最佳赏樱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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