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14日，岳麓区拆违办对钰龙佳园小区23栋601、602两家顶楼洋房的违章建筑进行拆除。 记者 刘丰 摄

! 提醒

本报10月14日讯 由省互
联网信息办公室主办的省互
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
心自8月28日上线一个月以
来， 共接到各类举报信息105
件次。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
同有关部门调查核处，依法关
闭钓鱼网站25家。

据介绍，9月是《快乐男
声》、《中国好声音》、《中国梦之
声》等电视节目播出的黄金时
期，网民对以这些节目为仿冒

对象的钓鱼网站举报较多，占
总举报数的30.48%。不法分子
利用网民和观众对电视节目
中中奖信息缺乏警惕的心理，
采取短信、E-mail、 微信、微
博、QQ等方式来发送场外中
奖信息进行诈骗。

举报中心表示， 将畅通举
报平台（http://wfblxx.red-
net.cn/）， 欢迎社会各界依法
据实举报违法违规网站。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曾力力

北漂小伙小周为办护照遭刁
难，返乡6次；江苏省丰县大沙河
镇的小狄为办营业执照， 跑了11
趟工商局。

证难办、脸难看，此事在社会
上引起强烈反响。 长沙是否也存
在这种情况？10月14日，记者走访
了长沙市政务服务中心。

办事流程图简单明了

14日10点半， 记者来到位于
长沙市政府二办的市政务服务中
心，在登记完身份证后，进入一楼
办事大厅。

一进大厅， 就能看到咨询服
务引导台，“请问质监窗口在哪？”
“你看，在那。”工作人员站起身，
用手指了一个方向。

此时， 整个大厅办事群众并
不算多。走了一圈，每个窗口都有
工作人员，玩手机、上网、炒股的
情况并不存在。 在大厅公布有各
类流程图， 简单明了地说明了手
续和步骤， 如有长沙建筑工程报
建流程图、 有限公司设立登记流
程图等。

“一次性告知”明明白白

在质监窗口， 市民李先生正

在办事， 可能是对程序不太清楚，
工作人员一条条地讲解。约5分钟
后，李先生说了句“谢谢”后离开。

“你知道需要哪些资料了吗？”
大厅外， 记者采访了李先生。“搞清
了。”他拿出了一张纸说，“工作人员
都告诉我了，还写在了这里，把资料
准备好，下次来就可以一次交齐。”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公积金
窗口。 市民周小姐想提取公积金，
窗口工作人员易宋给她作了详细
说明。

易宋说， 她们一般会根据客
户的实际情况， 进行分析后一次
性告知。 这样不但让办事群众明
明白白，也可避免群众“跑弯路”。

记者随机采访了10名办事市
民，均表示“没有碰到故意刁难、办
事推诿的情况”。 该中心办公室负
责人称，如市民碰到故意刁难、拖
延或承诺时间没有办结的情况，
可拨打0731-88665078投诉。 对
出现办件失误、违反禁令、有效投
诉等情况的，将实行一票否决。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曾力力

“一次性告知”让你办事不折腾
记者暗访长沙政务大厅，未发现故意刁难、办事推诿现象

目前，长沙市政务服务
中心进驻窗口单位95个，窗
口工作人员260人， 进入中
心窗口的事项共计313项。
作息时间为： 上午9点-12
点，下午1点半-5点。

市民办事怎样才能更
省心省时？中心办公室负责
人提醒， 程序清楚、 资料齐
全，事办起来才快，“可登录长
沙市政府门户网的网上办事
大厅，事项、办事程序和提交
的资料都有介绍。也可致电政
务中心咨询台：88665081，对
方会一次性告知怎么办理。
还可到窗口咨询，工作人员
会根据办事指南一次性作
出说明、解释。如果实在不
方便，政务中心还可免费提
供带领和代办服务。”

办事如何省心省时

我省关闭25家钓鱼网站

http : //hsb . voc . com .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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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叉神经痛是一种在面部三
叉神经分布区域内出现的短暂
的、 间歇性反复发作的阵发性剧
痛，70-80%病例发生在 40 岁以
上，女性略多于男性，右侧多于左
侧，5%以下为双侧。 我国目前有
三叉神经痛患者约 250 万人，每
年新增患者约 6.5 万人， 三叉神
经痛被称为“天下第一痛”。

据武警湖南省总队医院细胞
刀医疗中心胡开华教授介绍，三
叉神经痛患者由于常常表现为上
下颌、面部痛甚至牙疼，口腔医生
有时也难以鉴别， 导致很多被误
做拔牙处理， 经多番治疗后无效

才被转诊到神经内、外科。根据临
床统计发现， 约有近 50%的三叉
神经痛患者误以为自己患的是牙
疼，所以他们首先会光顾口腔科，
尽管拔除了“有病”的牙齿，但神
经依然存在，因此疼痛不会消除。
实际上， 三叉神经痛约九成患者
都是由于距脑干 1～2 厘米处的
神经受到血管压迫， 造成三叉神
经痛。
“细胞刀”治疗三叉神经痛，疗效
显著

胡开华教授指出，长期以来，
由于三叉神经痛没有确切的病
因， 所以治疗的目的往往以长期

镇痛为主， 国内对该病的治疗主
要依赖药物和传统手术治疗，疗
效均不够理想。 目前效果最好的
就是“细胞刀射频热凝疗法”，该
技术是利用射频物理高温作用于
神经节、神经干和神经根等部位，
使其蛋白质凝固变性， 从而阻断
神经冲动的传导。

专家提醒： 三叉神经痛容易
与牙痛、青光眼、偏头痛、三叉神
经炎、舌咽神经痛、三叉神经半月
节区肿瘤、 面部神经痛等疼痛疾
病混淆， 所以一旦出现此类不适
症状，应及时到正规医院就诊，避
免延误病情。

相关链接：
什么是“细胞刀”？

“细胞刀”并不是真正意义
上的手术刀， 它是一种先进的
治疗手段， 运用精密的计算机
系统对患者病灶进行准确定位
后， 通过射频电凝加热技术一
次性毁损患者病灶，使患者在完
全清醒和无痛苦的状态下减轻
症状，具备创伤小、出血少、安全
性高等优点。 作为国内率先引进
“细胞刀” 高新技术的武警湖南
省总队医院细胞刀医疗中心，在
引进、 使用这种高技术的同时，

注重总结中心在多年临床实践
中获得的独特医疗经验和技术，
不断提升诊疗水平，以期更好的
为广大患者服务。 从 2001 年 3
月至今， 已先后为 7000 余例帕
金森病及三叉神经痛患者施行
了“细胞刀”手术，患者术后均消
除了症状，达到了立竿见影的治
疗效果。 据了解，康复患者中年
龄最大的 88 岁， 最小的 23 岁，
出院后生活质量均大大提高。 为
更好地为患者服务，该中心特设
立 健 康 咨 询 专 线 0731 －
88612387，咨询 QQ：1256775011
为大家提供咨询服务。

三成面部三叉神经痛被误诊为牙痛
武警湖南总队医院细胞刀专家建议：治疗三叉神经痛首选“细胞刀”

本报10月14日讯 将顶楼
洋房上的阳台加层封闭再刷上
与洋房同色的油漆，使得原本6
层的楼房多“长”出了一层。今
日，长沙市岳麓区拆违办牵头，
组织规划、城管、街道等部门对
钰龙佳园小区23栋601、602两
家顶楼洋房的违章建筑进行了
强制拆除。

施工人员挥锤拆除

14日上午10时，记者赶到钰
龙佳园小区23栋时，执法人员早
已在现场组织拆除工作，该栋外
围全部搭了拆违架，乍看上去像
一栋还未完工的房屋。

随后， 记者来到楼顶看到，
整个顶楼已“长”出了两套新房。
施工人员抡起锤子进行拆除，颇
为费劲，预计至少需两天时间才
能全部拆除。“本来同栋楼的其
他业主可以上楼顶看风景、晒被
子，少数人违章建房后就侵犯了
其他业主的权益。” 物业公司一
工作人员说，他们接到许多业主
的投诉，并对违章建房的业主进
行劝导，但收效甚微。

12户业主在楼顶“加层”

钰龙佳园小区一期工程
2012年初建成，今年3月，陆续
有业主开始装修。 物业公司员
工在巡查时发现， 有部分购买
了顶层洋房的业主在楼顶违章

建房，“小区共有12户业主在楼
顶违章建房， 这给小区管理带
来了不良影响。”

岳麓区拆违办负责人称，钰
龙佳园小区部分业主在楼顶建
房，没有经过城市规划建设部门
的审批，属于违章建筑。早在3月
份， 区城管执法大队就上门调
查，并拆除23栋601、602两户的
部分违法建筑，剩余部分要求业
主自行拆除，但开发商建房时未
预留上楼顶的通道，当事人在拆
除违章建筑后仍抱有侥幸心理，
又开始重建。随后，执法人员、物
业部门也多次上门要求业主停
止施工，但效果不明显。

执法部门将陆续强拆

“拆除这两户后，我们将组
织人员对小区内其他10户违
章加层陆续拆除。”岳麓区拆违
办负责人说， 对那些存有侥幸
心理在小区内搭建违章建筑的
住户，请立即停止建设行为，执
法部门将严厉查处。

该负责人也表示， 当前违
法建设查处工作中主要有“三
大难”，即取证难、控违难、拆违
难。下一步，岳麓区将坚持“防
拆并重，双管齐下”，对各类建
设实行事前、事中、事后全方位
的跟踪监督检查， 及时掌握违
法建设的苗头，早发现早处理。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吕菊兰

通讯员 黄力栎

12户业主偷盖“楼上楼”被强拆
3月曾拆后又建：将顶楼阳台封闭再刷上同色油漆，原本6层的楼房悄然“长”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