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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声速览·政情/政务A06

扶贫监督举报电话12317开通

记者11日从国务院扶贫办获悉，国
务院扶贫办将于12月15日起正式开通
“12317”扶贫监督举报电话。

■据新华社

明年7月起湘潭城或限行黄标车

截至上月底，湘潭市已淘汰万余台黄
标车、老旧车，明年7月1日起或对高污染
车辆实施区域限行。

■记者 刘晓波 通讯员 谭文强

世界之窗游戏闯关退门票费

长沙世界之窗在平安夜推出“奔跑
吧，圣诞”狂欢活动。游戏闯关成功的游
客，可现场退还门票费。

■记者彭可心通讯员向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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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党内监督、深化
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中
央决定，由中央纪委在中央
办公厅、中央组织部、中央
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全国
人大机关、 国务院办公厅、
全国政协机关等中央和国
家机关新设7家派驻机构。

中央纪委向党的工作
部门和人大机关、政协机关
派驻纪检组， 在党的历史上
尚属首次。 新设7家派驻机

构， 是实现中央一级党和国
家机关派驻机构全覆盖的重
要一步。

11日出台的《关于加强
中央纪委派驻机构建设的意
见》提出，统一规划，分步实
施，通过新设、调整等方式，
实现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
派驻机构全覆盖。

在党中央领导下，中央
纪委将负责新设派驻机构
的工作，及时研究解决工作

中的重要问题，推动落实各
项任务和措施。由中央纪委
牵头， 会同中央组织部、中
央编办等部门，加强对新设
派驻机构工作的组织协调。

中央要求，各驻在部门
和归口监督单位领导班子
要把支持新设派驻机构工
作作为履行党风廉政建设
主体责任的重要内容，自觉
接受派驻机构监督。

■据新华社

本报12月11日讯 今天， 由湖南省
委网宣办、共青团湖南省委指导，湖南日
报报业集团主办，华声在线、三湘都市报、
聚慕诚品（51jumu.com）承办的“路族·眼
镜原创设计大赛” 举行专家及媒体评审
会。此次比赛是湖南省第三届网络文化节
主题活动———湖南省首届“创业梦工厂”
青年创业大赛核心赛事， 也是国内首个
眼镜设计创业大赛。 比赛启动一个月以
来， 受到湖南众多高校设计高手们的热
捧，目前已收到参赛作品近1200份。

在比赛现场，记者发现，眼镜已不再
只是视力矫正工具， 在设计高手们的打
造下， 成了极具创意的艺术品和时尚饰
品。由湖南师范大学学生阳斌设计的“拥
抱眼睛”的作品，就受到评委们的一致好
评。 该设计眼镜的外形像两只手从后面
交错覆盖眼镜， 结构上采用眼镜的折角
和运用中轴转，两个镜片相互折合，打破
了传统眼镜的折合方式。

据悉，将有35件作品正式入围大赛，
新加坡南洋集团董事会主席Yang�Wah�
Kiang、深圳艾比（眼镜）设计总监张安东
将于12月12日为入围作者提供指导。 比赛
最终将决出12项专业大奖。12名获奖者均
可获得与国际知名品牌眼镜公司合作的机
会， 成为新加坡南洋集
团、深圳艾比眼镜、聚慕
诚品（51jumu.com）签
约职业设计师， 优秀者
直接录用。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何亮

本报12月11日讯“要不是这次免费
体检，我还想再拖一拖，这都多亏了健康
快车。”今天上午，当30多位白衣天使来
到娄底市娄星区茶园镇志木村为群众进
行免费体检时，76岁高龄的刘金吾老人
才知道， 自己身患的血管瘤已到了必须
住院治疗的地步。 老人口中的“健康快
车”，正是娄星区组织实施的“健康快车”
下基层活动。

在活动现场，记者看到“健康快车”相
当于一个流动的医院， 车上开有空调，车
内配有心电图仪、B超、X光机等设备，分
隔为B超检查、妇科检查、X光检查、综合
检查、生化采血等多个区域。忙着做心电
图的刘医师告诉记者， 和一般的义诊不
同，“健康快车”能进行常规的检查，为医
生快速准确诊断提供依据；随车配备的免
费药物，可以为经济困难的村民应急。

据了解，为解决服务群众“最后一公
里”问题，今年9月起，娄星区在湖南省率
先推出“健康快车”下基层活动，计划用1
年多的时间， 奔赴全区12个乡镇办事处、
141个行政村、53个居委会， 对65岁以上
的老年人、0-6岁的留守儿童、15岁-64岁
妇女和五保户、优抚对象和重大疾病管理
对象等特殊人群约6.5万群众进行免费健
康体检。 截止到12月10日，“健康快车”共
为81个行政村16103名群众进行了体检，
并全部建立了“健康档案”。

■记者 谢能武

今年12月13日是首个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
祭日。当天上午，党和国家
领导人将出席在侵华日军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
馆举行的国家公祭仪式。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

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
台将进行现场直播， 人民
网、新华网、中国网络电视
台、中国网也将同步直播。

2014年2月27日下午，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七次会议经表决通过决定，

将12月13日确定为南京大
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1937年12月13日，日本
攻占南京后持续进行6周烧
杀抢掠。在大屠杀中有30万
以上中国平民和战俘被日
军杀害。 ■据新华社

12月13日，国家公祭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仪式

在首个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到来之际， 南京市档案馆从南京大屠杀
档案中选取100份“市民呈文”，通过官方网站、微博和新闻媒体向社会陆续
公布。这些“市民呈文”是对侵华日军惨无人道的暴行的血泪控诉，是日本侵
略者在南京犯下反人类暴行的真实记录。

南京档案馆副馆长王菡说，从12月5日起，每天公布5份，连续20天。此次
公布的“市民呈文”主要形成于1938年2月至1946年1月，是当时市民呈报政
府的状子，主要内容包括控诉日军的暴行，反映大屠杀造成的人员伤亡、财
产损失，并要求日本政府赔偿。（相关报道详见本报今日A14版）

我国公布百份“市民呈文” 揭露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

监督

本报12月11日讯 长沙
市交警支队今日通报，8个路
口新增了交通电子监控，这8
处电子监控路口为： 芙蓉路
与秀峰路交叉路口、 芙蓉路
与披塘路交叉路口、 新开铺
路与披塘路交叉路口、 湘江
路与盛世路交叉路口、 潇湘
大道的谷山路路口、 花侯路
的长沙大道口至潭白路口路
段、 花侯路的长沙大道路口
东口、 花侯路的长沙大道路
口北口。 ■记者 黄娟

本报12月11日讯 为纪
念马王堆汉墓发掘40周年，湖
南省博物馆组织的“纪念马王
堆汉墓发掘四十周年国际学
术研讨会”12日在长沙召开。

为期两天的大会邀请了
来自北美洲、欧洲、澳洲、亚洲
以及中国港台等地区共110
多名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参
与研讨。 国内顶级历史学家、
考古学家、 古文字学家李零、
王子今、胡平生等，曾参与过
马王堆汉墓发掘、古尸解剖与
研究的亲历者及研究者王世
民、白荣金、高至喜、傅举有、
周世荣、单先进等老、中、青三
代专家学者济济一堂。

作为献礼， 湖南省博物
馆发布了《长沙马王堆汉墓
简帛集成》和《马王堆汉墓漆
器整理与研究》 两大项目成
果， 这是近年来马王堆汉墓
研究中典型性与代表性的新
成就。据介绍，马王堆汉墓发
掘40年来， 迄今共出版马王
堆汉墓研究的人文、 自然科
学著作300多种，论文达4000
多篇， 参与研究的国内外学
者多达2600多人。

接下来， 湖南将以省博
物馆为主建立马王堆汉墓研
究数据中心， 方便研究者查
阅，阶段性地组织不同课题，
开展多学科、 跨学科的联合
攻关。 ■记者 吴岱霞

路族·眼镜原创设计大赛举行
小眼镜变成创意品

医卫

娄星区健康快车下基层
“流动医院”来到家门口

中央纪委将向中办、国办等
中央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组

交通

长沙8个路口
新增电子监控

考古

我省将建马王堆
汉墓数据中心

档案

无线湖南APP

本报12月11日讯 今天
上午，全省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工作座谈
会在长沙召开。会上，相关
代表就如何推进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建设、推进我省
诚信建设制度化分别发言。
三湘都市报记者从会上获
悉，我省拟出台《湖南省失信

企业联合惩戒暂行办法》、
《湖南省诚信示范企业创建
实施意见》，建立违法失信黑
名单公开曝光制度， 对守信
者予以激励， 对失信者予以
惩戒。目前，我省已有5950名
失信被执行人被全省法院录
入“失信数据库”。

省委副书记、省文明委副

主任孙金龙出席会议并讲话，
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省文明
委副主任许又声主持会议。

据省发改委党组成员、
纪检组长罗懿介绍，我省将
进一步健全完善守信激励和
失信惩戒机制，拟出台《湖南
省失信企业联合惩戒暂行办
法》、《湖南省诚信示范企业
创建实施意见》， 通过制度
安排，使人不愿失信、不敢
失信、不能失信，并推动《湖
南省信用信息管理条例》早
日出台。 ■记者 陈月红

5950人被录入“失信数据库”
我省拟出台《湖南省失信企业联合惩戒暂行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