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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还发布了“我的长沙”
系列小程序，作为APP的有益补
充。其中，“我的长沙”小程序定
位“小而精”，突出高频服务，已
上线200余项政务服务和100余
项社会生活服务，涵盖公积金查
询、个人社保查询、机动车违章
查询、电费缴纳、车检预约等民
生高频服务事项，市民在手机上
就能完成。值得一提的是，新一
批公安户政，涵盖购房落户等65
项事项也将分批接入小程序，此
类业务为全国首创，预期将带来
更多用户和好评。

“嗨游长沙” 小程序围绕
打造便捷文旅、 商贸等服务，
已上架景区、酒店、餐饮等商

户近550家。“健康长沙” 小程
序依托“互联网+医疗健康”信
息平台，实现医疗服务统一入
口，为广大市民提供全场景就
医服务。“集采长沙”小程序依
托工业消费供需信息平台，对
产业链各环节所需设备、原材
料等进行线上信息发布、线下
供需对接。

张武表示，依托“一体化政
务服务平台”，“我的长沙” 将各
职能单位数据汇聚并共享，推动
更多政务服务事项“掌上办”、
“指尖办”，打造长沙“移动办事
之城”， 真正做到了用大数据帮
忙搞定每个长沙人一生的大小
事。 ■记者 李成辉

“我的长沙”APP3.0版本及系列小程序上线 汇聚300余项公共社会服务

手指轻点，生活大小事都能“掌上办”
大数据， 让生活更美好。9月23日晚，“我的长沙”

APP3.0版本及系列小程序正式上线， 长沙市民只要手
指轻轻一点，涵盖生活中的大小事，足不出户即可轻松
搞定。为邀请更多市民体验“我的长沙”为生活带来的便
捷，长沙市市长郑建新、市委宣传部部长陈刚等23位领
导还组成“代言天团”为其打call。

便民服务“掌上约”，办事少排队

本报9月23日讯 今日，记者
从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获悉，
该院已向辖区内各银行、 融资类
担保公司发出《司法建议书》，就
投资消费、金融借款、融资租赁等
金融领域类的案件， 提出了四点
建议， 期盼能有效堵塞工作中的
漏洞，预防和减少诉讼，引导单位
更好的知法、懂法、守法。

据介绍， 金融性案件大多事
实较为清楚、适用法律争议不大，
但审理周期较其他简单民事案件
更长，结案延迟。究其原因，主要
存在送达难、证据不完整、诉讼请
求不明确等情况。 以文书送达为
例，大多借款人户籍地址、合同联
系地址等均不是有效的， 导致诉
讼文书无法及时送达， 需以公告
的形式来告知， 这往往导致案件
审理周期至少延长四个月。

为有效降低金融案件诉讼成
本，提高纠纷解决效率，天心区人
民法院向辖区各银行、 融资类担
保公司提出了四点建议。第一，在

合同中约定借款人的送达地址，
如借款人随意填写， 法院向该地
址进行送达后， 会被视作有效送
达，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当事
人自行承担。第二，通过移动终端
等在线方式签订的合同， 借款人
应依法签名， 而金融机构则需通
过人脸识别、电话、短信验证码等
方式来核实借款人的身份， 要确
保电子合同自形成后未被篡改。
第三， 金融机构安排工作人员与
法院对接， 若委托诉讼代理人有
不明之处， 法官可直接与该工作
人员沟通，减少沟通成本。第四，
积极使用网上立案系统， 以实现
金融案件立案、审理、送达等环节
全程无纸化。

《司法建议书》发出后，辖区内
各银行和融资担保公司高度重视，
发来答复函表示，天心区人民法院
提出的司法建议非常及时，极具参
考价值，将组织辖区内各分支机构
认真学习研究，落实具体要求。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文天骄

本报9月23日讯 今日上
午，长沙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新安
中队在黄兴大道上用电子抄牌
机对一辆私家车开出首张罚单。
记者获悉，从即日起，长沙县开
始正式启用“电子抄牌机”抄牌，
相关违法行为处罚方式不变。

拿着特制的警务通手机拍照，
随后点击违法采集、添加违法地点
等信息，点击上传违法，打印违法
停车告知单……记者在现场观察
发现，仅仅用时8秒钟，手机显示已

录入系统。 这是长沙县交警使用
“电子抄牌机”的流畅体验。

“如今效率提高了很多，也
使警察执法操作更加透明化、公
开化，还更环保。”长沙县交警贺
博介绍，“电子抄牌机”就是警务
通手机和小型蓝牙便携式打印
机组成的一台便携式移动设备，
有了“抄牌神器”后，违停违法行
为同步上传至公安系统，实现无
纸化办公，是一举多得的好事。
■记者 张洋银 通讯员 张睿琳

“以前审车一早就要来排
队，有时候还要排到下午。现在
预约审车很快，我这辆车年审仅
用了1个小时。”9月23日上午，
在城北车辆检测站，刚年审完家
用轿车的市民李华高兴地说道。
原来，在来之前，他已经通过“我
的长沙”APP线上进行了预约，
省却了诸多排队的时间，让车检
变得更轻松。

不止车检服务。作为长沙市
政府唯一的城市移动综合服务
平台，“我的长沙”APP致力于为
广大市民提供一体化便民应用、
一站式指尖服务。目前，该APP
现已上线各类公共服务213项，
涵盖市民出生、 教育、 工作、生
活、养老各阶段。比如，孩子出生
证明找不着？疫苗接种不知去哪
打？该APP向全体市民提供在线
查询服务，能快速查看出生医学
证明、预防接种点等信息。

记者打开APP看到，相比此
前版本，3.0版本界面简洁、功能
聚合、操作更加简便，原有的五

大板块精简为“服务”“码”“我
的”三大频道，增设了“特色专
区”“智能语音”“智能推荐”功
能，业务查找方便快捷，AI语音
一键搜寻，还能精准掌握用户习
惯，智能推荐高频服务。

长沙数据资源管理局局长张
武介绍，新增上线公积金提取、居
住证办理、 医保服务专区等多项
特色服务，以市民为中心，根据大
数据分析面向用户进行智能化个
性化推荐，形成贴近式服务菜单，
从“人找服务”变为“服务找人”，为
广大市民提供智能化城市服务。

“码”频道，则汇聚个人健康
码、地铁乘车码、公交乘车码等
各种应用场景的“码”， 实现一
“码”通城。记者了解到，该APP
亮证服务全面升级，可关联身份
证、驾驶证、教师资格证、退休证
等20余种电子证照、 电子证明，
实名认证后可实时亮证。 此外，
还可实现市民个人数据一屏直
览，实时显示养老、公积金、医保
和地铁公交等账户余额信息。

数据共享，打造长沙“移动办事之城”

连线
8秒入系统，长沙县正式启用“电子抄牌机”

长沙天心区法院向辖区内各银行、融资担保公司提建议
预防和减少诉讼，《司法建议书》来了

本报9月23日讯 旅客
在飞机上也能吃到东安鸡
等湘菜了。9月22日，长沙黄
花国际机场推出全新“乐星
程”服务品牌，为旅客提供
航空餐食、志愿服务、行李
托运等升级服务。

由于航空餐食的安全
标准远高于普通食品，因此
飞机餐需全冷链制作，品种
也相对单一。

湖南空港实业航空食
品分公司厨师长张文瑞介
绍，为了满足更多旅客的需
求，今年8月以来，他和团队
改良研发出剁椒龙利鱼、小
炒黄牛肉、东安鸡等湘菜品
种，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
最大限度保留了地道口味。

目前，湘菜航食已率先
在东方航空长沙飞上海的
航班上应用。

22日，长沙机场特殊旅
客爱心服务专区同步启用，
设在T2航站楼隔离区内，可
为特殊旅客提供照顾和引
导服务。

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副总
经理常希娟介绍，全新的“乐
星程”服务包括乐湘行、经长
飞、e机场、 乐湘连96777、乐
翔、乐湘伴、安小青、乐箱随、
乐湘食等9大子服务品牌，可
为旅客提供购票、 出行、值
机、登机、转机、行李托运、航
空餐食等全流程的升级服务
体验。

■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罗婧婧

东安鸡
“飞”上飞机餐
长沙机场旅客服务
全新升级

本报9月23日讯 今天，长沙市
蓝天办曝光了5起蓝天保卫战典型
案例。据悉，截至9月20日，长沙空
气质量优良天数累计240天，较上年
同期增加32天， 优良率达到90.9%，
较上年同期增加11.82个百分点。

今年8月24日，天心区青园街
道城管办与城管执法中队巡查至
木莲西路巢之恋小区出入口时，
发现当事人使用非专用运输车辆
承运倾倒建筑垃圾且造成周边扬
尘污染， 执法人员依法对当事人
罚款1500元；8月28日，岳麓区观
沙岭街道巡查人员发现当事人在
北二环与金星北路辅道处露天焚
烧垃圾， 执法人员依法对当事人

处罚款500元；9月1日，天心区城
南路街道开展餐饮油烟专项整治
行动， 并安排第三方专业检测公
司对重点餐饮门店进行检测，经
检测里仁坡巷夏天河鱼馆油烟超
标排放， 执法人员依法对当事人
处罚款5000元；9月9日， 天心区
城管执法人员在南托街道中意二
路福星驾校空坪发现一起擅自设
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行为，执
法人员依法责令当事人改正并罚
款2000元；9月9日， 开福区捞刀
河街道城管执法人员巡查中发现
当事人利用夜间焚烧垃圾。 执法
人员依法对其处罚款500元。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彭丛梅

长沙曝光5起蓝天保卫战典型案例

餐馆油烟超标排放，罚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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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追尾
急速营救

9月22日，杭瑞高速武汉
往昆明方向距离桃源服务区
10公里处发生车祸， 一辆小
型货车追尾一辆快递挂车，
小型货车挤压变形， 主驾驶
室司机被困。 当地消防救援
人员迅速出动， 用液压扩张
钳对主驾驶室进行破拆。很
快车门被打开， 指战员小心
翼翼地将被困司机抱出驾驶
室， 抬上担架， 送往医院治
疗， 目前， 司机已无生命危
险。 记者 张洋银

通讯员 张睿琳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