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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文化之春”
展现法式艺术魅力

本报5月5日讯 今天下午，
2016“中法文化之春”长沙站活动
在长沙市图书馆正式启动。 长沙市
副市长何寄华、 法国驻武汉总领事
马天宁出席启动仪式。

开幕式上， 来自法国的城市音
效艺术家们用汽车声、风雨声、对话
声等各种习以为常的声响， 演绎了
一幕专属于城市的“音乐剧”，展示
了生活之美、音乐之魅。

在随后的两个月时间里，2016
“中法文化之春”将为长沙观众带来
法国莱昂里斯弦乐四重奏音乐会等
8场中法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中法文化之春”艺术节于2006
年启动， 至今已在我国20多个城市
举办。今年第11届“中法文化之春”
艺术节将于4-6月在30个城市举办。

■记者 张文杰 实习生 艾鹏飞

首届家政服务
职业技能大赛开比

本报5月5日讯 今天， 由省妇
联、省人社厅、省民政厅、省商务厅、
省总工会、 团省委共同主办的湖南
省首届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在省
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开幕， 副省长蔡
振红出席并宣布大赛开幕。

本次大赛设家政服务、 育婴和
养老护理3个项目， 获得各项目前3
名且符合条件的选手， 将优先推荐
参加全国妇联组织的第二届全国家
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

随着养老、月嫂、钟点工等家政
服务需求不断攀升，多年来，全省各
级妇联组织积极扶持、 创办家政服
务机构，每年免费为1万多名妇女提
供家政服务培训。目前，省妇联已经
新组建家庭服务大数据平台———
“凤网e家”，该平台除了公布家政人
员的基本信息外， 还将引入用户评
价系统， 差评多的家政人员将会被
取消资格。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张逢

本报5月5日讯 今天， 湖南省
打击传销工作联席会议在长沙召开
全体成员会议。副省长蔡振红表示，
6月开始， 我省将进行为期4个月的
打击传销集中执法行动， 互联网传
销将成为今年的整治工作重点，全
面实行线上线下一体化治理。

在此次集中整治行动中， 长沙
市天心区、雨花区被列为重点整治地
域，而“资本运作”、“1040工程”、“西
部大开发”、“商会商务运作”、 假冒
“天津天狮”等为名“拉人头式”聚集
性传销和采用所谓“微商”、“电商”、
“多层分销”、“消费投资”、“旅游互
助”等为名的网络传销违法行为则被
列为今年的重点整治传销行为。

■记者 朱蓉 通讯员 傅兴汉 许英

蒋建宇任
武警湖南省总队政委

本报5月5日讯 今天下午，武
警湖南省总队召开宣布命令大会。
武警部队副政委张瑞清宣布了国务
院、中央军委命令：武警安徽省总队
副政委蒋建宇任武警湖南省总队政
委， 武警湖南省总队原政委贾龙武
到龄退休。省政协主席、省委常委、
省委政法委书记李微微出席大会并
讲话。 武警湖南省总队司令员刘国
荣主持会议。

蒋建宇， 安徽肥西人，1979年
11月入伍，历任战士、学员、干事、转
业办主任、干部处长、武警合肥指挥
学院政委、 武警安徽省总队政治部
主任、副政委等职务。

■记者 李国平 通讯员 熊湘平

本报5月5日讯 今年的“政策红
利”是一波接着一波，简政放权的力
度也在逐渐加大。自1月8日我省公布
取消第一批51项行政审批事项后，省
政府官方网站今日再次公布《湖南省
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一批行政审批事
项的通知》，决定取消137项行政审批
事项，通知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给投资创业带来大便利

记者梳理发现，这次取消的137
项行政审批事项， 对投资创业都将
带来更多的便利。 如对上报国家发
展改革委的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初
审， 在湖南境内举办的对外经济技
术展览会（不含冠名“中国”字眼）许
可，外商投资广告企业项目审批，外
商投资广告企业设立分支机构审
批， 创业投资企业享受创业投资所
得税优惠核准， 企业购置用于环境
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的专用设
备的投资额享受所得税优惠的备案
核准， 教育网站和网校审批等事项
都已取消， 也就是说这些项目可以
不经过“管理层级行政审批”，就可
直接开工上马或直接执行。

另外， 占用城市道路作为集贸
市场审批、文物保护单位拍摄许可、
机动车驾驶培训教练员从业资格认
定、 机动车维修技术人员从业资格
证件颁发等有关民生项目的行政审
批取消，会让市民们更加省心。

取消项目涉及近30个部门

业内人士分析，行政审批取消了
不等于不监督不审批了，实施机关只
是把形式上的审批取消，重点放在最
后的监督上，相当于宽进严出。

根据梳理， 第二批取消的行政
审批项目涉及省发改委、省教育厅、
省地税局、省经信委等近30个部门。
通知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做好取
消行政审批事项的衔接落实， 及时
调整行政审批事项目录， 加快配套
改革和相关制度建设， 加强后续监
管。（《取消的行政审批事项目录》详
见http://www.hunan.gov.cn/）

■记者 肖德军

我省再取消137项行政审批事项
取消项目涉及近30个部门 投资创业更便利，市民更省心

集装箱

本报5月5日讯 在近
日召开的全省环境监察与
应急管理高级研修班上，省
环保厅再次对今年年底前
全面完成建设项目清理整
治作出部署。省环保厅主要
负责人指出，今年要对建设
项目全面开展清理整治，对
历史遗留的违规建设项目，
通过督促搬迁淘汰关闭一
批、 完善手续和备案一批，
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调整。

此次清理整治范围主

要包括：未进行环境影响评
价或者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未经环保部门审批擅自开
工建设或已建成投产的；配
套环保设施未与主体工程
同时建成并投入生产的；实
际建设内容与环评批复文
件存在重大变动的；未经环
保竣工验收或验收不合格
投入生产或使用的；未经水
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擅自违
规设立入河排污口的；其他
违反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法

律法规的行为。
省环境保护局环境监

察局负责人表示，要守住环
境安全这条底线， 把握好
“排放达标、符合规划、符合
产业政策、 无明显环境隐
患、环境风险可控”五大原
则， 积极推进清理整治工
作。要将主要力量放在矛盾
多、影响大、问题复杂的项
目上，达到“控制污染、促进
发展、 最终解决遗留问题”
的目的。 ■记者 李国平

本报5月5日讯 今天上
午，省纪委三湘风纪网通报，
2015年至2016年1季度，省纪
委派驻省司法厅纪检组共受
理群众来信来访135件，立案
105件162人， 结案87件151
人， 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64
人，另有96人次因落实“两个
责任”不力被问责。

省直司法行政系统有

在职干部13096人， 约占省
直公务员的四分之一，省纪
委派驻省司法厅纪检组是
省直单位中直管单位和干
部最多的纪检组。负责监督
21个省属监狱单位和8个省
属戒毒单位， 并直接负责
600余名处级干部的纪律审
查工作。

2015年，驻省司法厅纪

检组对全系统落实“两个责
任” 不力问责处理96人次。
其中， 厅管处级干部72人
次，3个省属监狱落实主体
责任不力的“一把手”和2名
因监督责任缺失的纪委书
记被立案调查， 其中4人被
免职，1人被调整岗位。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李慧芳 杨骁

年前清理整治环保违建项目
将主要力量放在矛盾多、影响大、问题复杂的项目上

本报5月5日讯 今天
上午，湖南高院召开新闻发
布会，发布立案登记制改革
一年来工作情况。 过去一
年，全省法院共登记一审案
件 34万余件， 同比增长
17.26％。 实现了对依法应
该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
立、有诉必理。

湖南高院新闻发言人
李宇先介绍， 湖南法院对符
合法律规定的起诉、 自诉和
申请，一律接收诉状，当场立

案率超过90%。2015年5月1
日至2016年4月30日， 全省
法院共登记一审案件34万
余件， 同比增长17.26％。增
长较多的案件类型主要是民
事、行政、刑事自诉以及国家
赔偿， 其中国家赔偿案件同
比增长了240%。永州、邵阳、
长沙是全省法院收案数量增
长最大的三个地区。

案件数量大幅增长，而
法官人数近五年仅增长3%
左右。2015年，全省8245名

法官人均结案64.67件。
目前， 全省117家法院

建成了诉讼服务中心，全部
手续可在中心内一次性办
完。建设集信息查询、网上
立案、 文书送达、 法院协
作、 基层协助为一体的电
子化诉讼服务平台， 推行
网上立案、预约立案、巡回
立案、12368热线咨询等便
民举措， 提升便民服务品
质。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文闻 曾妍

全省法院当场立案率超九成

省直司法行政系统处分164人，问责96人司法连线

5月5日，松雅书院阅书亭、大讲堂、西院、东院等建筑群外观建设基本完成，景观塔正在加紧
建设中。该书院位于长沙县松雅湖生态公园香岛，将成为松雅湖生态公园内的一颗生态“绿心”。

记者 赵持 摄

松雅书院外观建成

部门连线

我省将重点整治
互联网传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