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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纪委出台信访案件办理《办法》

5类案件可直接查办

本报11月23日讯 记者今天从省纪委
获悉，省纪委近日出台《湖南省纪检监察
机关信访举报案件办理实施办法（试行）》
（简称《办法》）规定，对于网络舆情反映的
亟待查明、易查易结的党员干部违纪违法
问题，纪检监察机关信访举报部门可以直
接进行初步核实，直至立案调查。
可以直接查办的信访举报案件包括5
类，即：情节简单、线索清楚，短时间内可
以查结的违纪违法问题；情况紧急，正在
发生或将要发生，急需立即查明并予以制

止的违纪违法问题；集体访、越级访、重复
信访中涉及的线索具体的违纪违法问题；
打击报复举报人的问题；领导批示需要直
接查办的其他信访举报问题。
针对要求查报结果及直接查办这两
类重要信访举报问题，《办法》规定，涉及
领导机关、领导干部、重点领 域 和关 键岗
位的违纪违法问题，群众 反 映强 烈的 不
正之风和严重违反廉洁自律规定的问
题， 严重损害群 众利 益的 突 出问 题，联
名信、集体访、越级访、重复信访反 映的

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以及其他需要交
办的信访举报问题等4类信访举报问题，
要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交由下级查报结
果。
《办法》明确，承办单位要在收到交办
函后3个月内完成调查， 如果不能按期办
结， 须向交办单位书面申请延长办理期
限， 延长期限一般不超过3个月。 根据规
定，由信访举报部门直接查办的案件调查
时限为3个月，必要时可延长1个月。
■记者 黄纯芳 通讯员 邹太平

福元路大桥为啥不直通福元路

桥东在盛世路落地，将与渔业路相接 26日起向江中推进，预计明年4月成型

■制图/杨诚 王珏

本报11月23日讯 本月26日开始，长
沙市城北过江通道福元路大桥将向江中
推进， 这座在岸上做好的桥明年4月可在
江上现出雏形。有意思的是，福元路大桥
并不直通福元路，而是在芙蓉北路西侧盛
世路落地，远期与渔业路相接。

每天推进14米左右

记者在福元路湘江大桥西岸工地上
看到，80米高的橘色龙门吊下， 被刷成白
色的4000吨重钢拱蓄势待进。
钢拱的材料用车从武汉运过来，工人
们现场拼装焊接，清晨雾气没散时抬头看
不到钢拱顶。项目副书记翟德润说，焊接
钢拱的活可不是人人都能做，要先经过身
体测试，有恐高症的直接被pass掉。
钢拱早已拼好，26日开始往江中挪，

动用的工具叫 做 步履 式平 移 顶推 设备 。
“像蚂蚁搬家一样， 把钢拱一点一点往河
东推。”项目副总工吴银宝说，钢拱每次往
前进30厘米，每天推进14米左右。
第一个钢拱边往前推，岸上空出来的
地方边做第二个钢拱， 预计明年4月第三
个钢拱顶推到位，“三个篮子过湘江”造型
届时可现雏形。

河东要拆12个停车位
盛世路上围挡内正在做引桥桥墩，围
挡外写着起止日期是2011年2月至2012年
2月，和这一长条工地比起来，世纪金源购
物中心1栋与悦江苑15栋之间空地里的围
挡则显得比较袖珍：每个不足10平方米。
施工方中交二航局的项目负责人介
绍，福元路湘江大桥东穿湘江世纪城接盛

世路，引桥有几个桥墩落在两栋楼间的通
道，需要拆除停车场中大约12个停车位腾
出地方施工。 长沙市城投公司还在与开发
商世纪金源（湖南）集团协调用地，项目部
只能围一小块地方， 大桥计划2012年11月
底竣工通车。

福元路大桥为双向六车道
冠着福元路的名字，大桥却并不与福
元路相连，而是在芙蓉北路西侧的盛世路
上落地。 长沙市规划局重点处工作人员
说，大桥远期接规划中的渔业路，渔业路
与福元西路平行。福元路大桥为双向六车
道，河西车辆可通过茶子山小区旁的观沙
岭路主桥或潇湘北路匝道上桥，河东只有
主桥无匝道，车辆只能走盛世路上下桥。
■记者 叶子君 实习生 叶冰

“鱿鱼丝”由面粉裹色素制成

质监部门湘潭查获251箱“黑心”零食，销往中小学校及农村

本报11月23日讯 “鱿鱼丝”、“巴西
牛板筋”、“爆炸蹄筋”、“韩式早点”……谁
想，这些零食里所谓“鱼”、“牛筋”等，大多
数是面粉加色素调制而成的。今日，省市
（湘潭市）质监局联合出击，在湘潭市雨湖
区长城乡端掉了两个面食休闲食品黑作
坊。

黑作坊制作伪劣食品

用假包装袋瞒天过海

今天下午，记者跟随执法人员赶到了
位于湘潭市雨湖区长城乡的一家黑作坊。
“巴西牛板筋”、“爆炸蹄筋”、“韩式早点”等
十多种麻辣食品堆放在地上， 经初步查
证，该作坊没有食品生产许可证、没有工
商营业执照，也不具备生产、加工
食品的条件。老板交代，生产这些
产品很简单， 就是在面筋中加入
色素及辣椒， 不同的产品加不同
颜色的色素即可。
随后，依据线索，执法人员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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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隔璧发现一个麻辣熟食加工窝点。检查
发现， 车间里根本找不到半点鱿鱼等原
料，其生产的“鱿鱼丝”、“麻辣牛筋”，“麻辣
鸡丝”等，都是用面粉裹上色素、香精油炸
而成。据统计，今日执法人员共查获251箱
（92000多袋） 麻辣熟食及75万个小包装
袋，涉案总值达20余万元。

不仅生产环境差、 产品质量低劣，这
些食品还在包装上“耍花招”，为欺骗消费
者、逃避执法部门检查，其厂名厂址，多使
用虚假地址或盗用外地厂家名称。 如：执
法人员发现一种产品名称为“爆炸蹄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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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注厂名为“九江市某食品厂”、 所谓的
“韩式早点”标注沈阳市某食品厂，而生产
许可证号也是牛头不对马嘴。
据老板交代， 获得这些包装袋很容
易，一般从外地批发，5分钱一个，需要什
么品牌，什么式样的都有。在每个包装袋
内加入一张自行印刷的合格证，便可以上
市销售。
初步查证，这些出自“黑作坊”的麻辣
熟食，大多以极低的价格，大量销往中小
学校及农村。 不少作坊老板私下告诉记
者，正是多数中小学生及农民对食品质量
辨别能力差，导致学校及农村成为劣质麻
辣熟食的大市场。
■记者 未晓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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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
举行第二十五次会议
审议11件地方性法规草案

本报11月23日讯 今日上午，省十一
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在长沙召
开。本次常委会会议听取、审议5项工作报
告， 审议和审查批准11件地方性法规草
案、1个决议草案及有关人事事项。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叔红主持第
一次全体会议，副主任谢勇、蔡力峰、肖雅
瑜、 蒋作斌和秘书长孙在田出席会议。受
省人民政府委托，省水利厅厅长戴军勇作
了关于《湖南省湘江管理条例（草案）》的
说明、 省林业厅副厅长胡长清作了关于
《湖南省森林植物园条例（草案）》的说明、
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钟志慧作
了《湖南省信息化条例（修订草案）》的说
明、 省科学技术厅总工程师姜郁文作了
《湖南省科学技术进步条例 （修订草案）》
的说明。
会议还听取了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
卫生委员会委员谢卫东作的关于《湖南省
全民健身条例（草案）》的说明及其他条例
法规的审议结果报告，听取了有关人事事
项的说明及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拟任
人员任职前发言。
■记者 李国平 通讯员 路标

本周持续晴好
29日起全省大幅降温
本报11月23日讯 省气象台消息，受
偏南气流控制， 至28日全省持续晴好天
气，气温呈逐步回升趋势，预计部分地区
最高气温将达26℃左右。29日起， 受冷空
气影响，全省将迎来大幅降温天气过程。
小雪是冬季的第二个节气，今天东北
地区开始雪花飞舞， 可是长沙并不应景，
煦日普照。明后两天，全省都以晴间多云
的天气为主。省气象台专家表示，虽有冷
空气侵入，但近日全省平均气温均稳定在
15℃左右。气象学规定，连续5天日平均气
温低于10℃才算达到入冬标准，这也就是
说，湖南还没有真正入冬。
■记者 胡信锋 通讯员 尹婷

时代阳光大道明天停水
本报11月23日讯 记者今天从长沙市
供水公司了解到，为配合市政管网配套设
施建设， 该公司将于11月25日上午9：00
至11月26日上午9:00进行湘府东路改管
并 网 工 作 ， 届 时 万 家 丽 路 （湘 府 东 路
口——
—时代阳光大道）沿线两厢地区将停
水，临近地区水压、水量将减小，请用户做
好储水准备。
■记者 李琪

韶山南路后天停气

本报11月23日讯 为了配合长沙市
重点工程建设芙蓉路 （通泰梅岭院处）地
铁施工， 长沙新奥燃气公司今天发布通
知， 从11月26日22:00至次日清晨6点，长
沙竹塘路全线、韶山路（二环线-湘府路）
沿线用户将停气。
■记者 李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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