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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14日讯 记者
今日从三湘风纪网获悉，今年
以来，省纪委驻省教育厅纪检
组大力开展全省教育行业不
正之风专项整治，共立案查处
违纪问题1042件，党纪政纪处
分912人，移送司法机关63人，
追缴违纪违规资金14891万。

据了解， 省纪委驻省教育
厅纪检组不断加强监督执纪问
责，今年以来，对65件问题线索
进行了初步核实， 直接立案审

查21件、48人，结案14件，给予
党纪政纪处分31人次，组织处
理12人次， 收缴违纪资金
1045.85万元。 该组直接对监
督范围内17名干部进行了问
责，通报了42起典型案例。

同时，省纪委驻省教育厅
纪检组大力开展全省教育行
业不正之风专项整治，共立案
查处违纪问题1042件， 追缴
违纪违规资金14891万元。

■记者 王智芳

本报 12月 14日讯 今
年，我省130多万国家工作人
员参加了网上学法考试，网
上学法率、 考试合格率均超
过98%。今天上午，省司法厅
召开全省国家工作人员学法
用法工作新闻发布会 。我省
是全国率先实行网上学法考
法的省份， 目前已实现了全
省国家工作人员网上学法和
无纸化考法。

省委法治办副主任、省司
法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唐世月
介绍，2016年，省司法厅依托
“如法网”，专门开发了全省国
家工作人员学法考法平台，实
现了全省国家工作人员网上
学法和无纸化考法。

按照要求， 凡是我省的国
家工作人员都要参加年度学法
考法。 根据有关数据，2016年，
我省有各类国家工作人员190
多万。目前，全省国家工作人员
在“如法网”学法考法平台登记
注册的人数达到150多万，约占
全省国家工作人员总数的80%
左右。

为确保大家学法考法，我
省学法考试将跟本人利益挂
钩：对无故不参加考试的，在年
度考核时暂缓确定考核等次；
对补考不及格的， 年度考核不
得确定为优秀等次； 不参加年
度学法考法或补考不及格的，
当年度不得评先评优。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熊元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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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利国文化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15日

库存物资拍卖公告
受委托， 我公司定于2017年12月22日10:00时公开

转让一批库存物资（共计220项）。品种有各类酒（水井
坊、五粮液、浏阳河、赖茅、泸州老窖、贵州茅台、酒神
酒、百世窖、天之衡、黄山头、达沃斯干白、卡诺莎五星
干红、达沃斯奥玛仕葡萄酒等）、湘绣、服装、鞋、首饰、
瓷器、手表、书画（刘应雄斗方、段传新斗方等）、茶叶茶
具、洗化用品、邮册、消费卡、家居用品及电器、车辆、其
他等，评估总价值人民币5435097.05元。

本次拍卖会先整后零进行拍卖， 请有意竞买者持
本人身份证及有效证件和保证金， 到本公司办理竞买
登记手续。酒类整体拍卖保证金为伍万元，其他分类整
体保证金为壹万元，分零拍卖保证金为贰仟元。

工商监督电话：0731-85880879

预展时间：12月19日到21日17时止
报名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12月21日17时止
报名、拍卖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273号202室
湖南省拍卖公司联系电话：胡先生13974801637，

袁女士13508484588
联合利国文化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王先生

18711026867
详情登录联合利国文交所官网http://www.lhcee.

com�或官微“联合利国文交所”。

12月8日，湘江新区政务服务
中心大厅，张丽红正在办施工许可
证。 和想象中的人满为患不同，
100多平方米的政务服务大厅内，
4个窗口井然有序，4名当班工作人
员工作有条不紊。“一般备案类事
项都在窗口办理，审批类事项就在
负责部门内办理。未来部门内的办
理也会落户到政务中心的窗口办
理，实行窗口制。”湘江新区政务服
务中心审批服务科科长张丽说，每
个窗口都能办理50项业务。

短短几分钟， 张丽红很快便
办好了相关手续。 她在一家房地
产开发公司做了10多年的报建
员， 经常出入各政务服务大厅，
“这是目前为止我见过的最高效、
最便捷的政务中心。”张丽红由衷
地说。

今年来， 湘江新区政务服务
中心大厅窗口共受理案卷5561
宗， 其中即来即办案卷约656宗，
约占进窗总案卷数的12%， 按时
办结率为100%。

与张丽红一样，华谊兄弟（长
沙） 电影文化城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李新国对新区高效、便捷、人性
化的政务服务也是感同身受。“华
谊兄弟在全国布局了22个项目，
长沙推进速度是最快的。” 他坦
言，这主要得益于湘江新区“互联
网+”政务服务改革带来的顺畅、
无缝对接。在湘江新区，项目投资
备案证一天就办好了， 这个速度
快得让他几乎不敢相信。

这些只是新区推进政务服务
提质提速、 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的
一个缩影。 新区从萌芽到挂牌成
立以来，持续实施了6轮行政审批
制度改革， 改革的直接红利是办
事效率不断提高， 新区社会投资
房建类、 市政类项目审批时限分
别由改革前的23天缩短至17天、
43天缩短至25天，分别提速25%、
40%以上。 其中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办理为6天，比浦东新区少11
个工作日； 施工许可证办理为3
天，比浦东新区少2个工作日。

做好“加减乘除”，打造政务改革标杆
湘江新区深耕“互联网+”政务服务改革，今年各主要经济指标有望呈两位数增长

12月8日上午，湖南湘江新区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指导客户
利用互联网办理投资项目在线审批。 记者田超 摄

审批事项是服务群
众的窗口。“部门一张
嘴，群众跑断腿”，这曾
是低效的行政审批制度
带给群众的不良体验。
而在湘江新区，“服务迈
开腿、群众少跑腿”已经
成为深化行政制度改
革、 提升人民群众满意
度的重要举措。

从“办事慢、 办事
繁、办事难”到“很多时
候‘最多只跑一趟腿
儿’， 有时甚至不用跑”
或即来即办， 这不仅仅
是数字的变化， 更是一
种质的变化。 湘江新区
大力推进“互联网+”政
务服务改革， 将政务服
务与互联网这一载体有
机结合， 通过统一规范
服务标准、 优化服务流
程和网上办理、 提供智
能化人性化的创新服务
等方式， 做好“加减乘
除”法，探索构建起一整
套公开透明、 高效便捷
的政务服务体系， 让群
众办事更方便、 创业更
顺畅， 让更多的人在共
享互联网发展成果上有
更多获得感。

“互联网+”改革
让群众幸福满满

不参加学法考试，年度不得评先
我省130万国家工作人员学法考法，合格率超98%

湖南教育反腐：
处分912人，追缴资金近1.5亿元

德国卓伯根(中国)总部、 华大基因（长沙）项目、佛山隆深机
器人项目等纷纷落户湖南湘江新区（下简称湘江新区）。今年1至
11月，湘江新区签约项目200个，总投资2617亿元，战略性新兴
产业投资同比增长28.5%。其中，投资过10亿元的重大项目42
个。在重大项目的有力支撑下，面对持续加大的宏观经济下行压
力，今年，湘江新区经济延续了良好发展态势。据初步预计，全年
可实现地区生产总值逾2100亿元，同比增长逾11%；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新区管委会财政总收入等主要经济指标，均有望呈
现两位数以上的快速增长。

大企业的入驻和产业的兴盛发展， 与湘江新区近年来大力
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努力分不开。

■记者 陈月红

湘江新区的行政审批制度改
革，具体怎么改？湘江新区政务服
务中心主任彭文鑫介绍， 新区依
托互联网与信息化技术优势，推
行“一张网络通办、 一个窗口受
理、 一个端口申报、 一个标准实
施、 一套资料共享、 一张清单监
管” ，做好“加减乘除”，助力新区
智慧政务提质提速，让“群众少跑
腿，信息多跑路”，变“群众来回
跑”为“部门协同办”。

做加法，自我增压让审批受理
集中提速。新区各部门授权政务中
心办理的8项业务全部实行“即来
即办”，最大限度地精简审批事项，
缩短审批流程；所有案卷统一窗口
接件、统一窗口出窗，纸质案卷和
电子案卷同步办结；大力推进各部
门行政审批相关印章直接由中心
统一管理，实行综合审批。

做减法，科学设计，让审批流
程优化再造。推进“互联网+政务
服务”改革，对方案审查、初步设
计审查备案、 施工图审查备案等
50余项行政审批事项进行优化再
造；政务服务中心精简审批流程，
减少审批环节， 其中住建环保局
对28项行政审批流程进行了简化

优化， 国土规划局对15项行政审
批终审权限流程进行了精简。

做乘法， 通过梳理建设项目
一站式服务平台（审批系统），实
现了系统的升级完善再提速。截
止目前， 梳理各项行政审批业务
表单102个，完成流程调整、人员
配置及时限调整84次， 一站式审
批系统中确定的业务指南调整
84次；将44项市级行政管理权限
全部纳入了两个平台， 为企业办
事“一网通办，在线办结”奠定了
基础。

做除法，贴心服务，让审批模
式推陈出新。在新区，审批服务人
员会定期上门，根据企业需要及时
组织国土、安监、质监、住建等业务
处室相关负责人一起，为重大产业
项目提供一揽子指导服务，今年共
上门服务80余个重点项目；搭起反
映和解决项目建设及审批问题的
桥梁，今年共为企业和单位解决问
题158个。 坚持全天候、 全流程服
务， 政务服务中心开通了业务咨
询、效能投诉24小时服务热线和节
假日预约服务，建立服务企业的微
信群，随时随地为企业和项目提供
所需要的服务。

感
受 即来即办，省时又省心

改
革 做好“加减乘除”，提升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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