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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3 日，市燃气总公司党委书
记、总经理李叶松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为助力邵阳实体产业更好更快
发展，市燃气总公司将做好项目建设，
优化服务环境，加快“气化”邵阳步伐，
坚守安全底线，确保平稳供气，为“产业
兴邵”鼓足“底气”。

李叶松说，2017年公司将全面围绕
我市建设“二中心一枢纽”和“产业兴
邵”的战略目标，加快燃气工程项目建
设。一方面，按照我市“两桥四路”建设
的规划部署，配套建设好燃气管网。力
争年内配套新建燃气中、低压主干管30
公里，改造老旧燃气管网20公里，年供
气规模突破 4000 万立方米。另一方
面，积极启动城区环网供气项目的可行
性研究和立项工作，为保障全市燃气的

平稳输供和减轻供气高峰压力做好铺
垫。同时，强力推进燃气安全指挥中心
建设，提高公司的管理效能，助力邵阳
经济发展。

李叶松介绍，为工业企业类规模用
户服好务，就是助力“产业兴邵”的最佳
方式。今年公司将创新思路，深入工业
园区联系摸底发展用户。对“四百工
程”所有项目建立电子花名册，实行“点
对点”的跟踪服务；对规模用户实行重
点抓、专人管。同时，继续实施“煤改
气”优惠政策，进一步降低非居民开户
的管网建设补偿费，逐步建立用气价格
协商机制，全面降低开户门槛，吸引非
居民用户尽快进入用气“笼子”。

李叶松说，努力构建快捷便民的服
务环境和安全平稳的供气环境，也是今

年的工作重心。在优化便民服务环境
方面，公司正努力完善便民渠道，对现
有53个邮政售气服务网点进行业务技
能培训，并拟在市三区增设1至3个直
营服务窗口；将利用互联网+技术，开通
公众微信缴费平台和银联支付宝缴费
平台；将建立严格的用户回访制度，对
窗口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服务时效和
服务收费等进行电话回访，回访结果纳
入年度目标管理考核。在优化安全服
务环境方面，公司将加大安全基础设施
投入，加大安全隐患整治力度，加强管
网和用气安全检查，加强“四级”安全体
系建设和安全应急预案演练，确保实现
安全零事故目标。

加快“气化”邵阳步伐 鼓足产业兴邵“底气”
——访市燃气总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李叶松

童中涵 郭巧艳本报讯 残疾人就业保障
金征收使用新的规定从2017年1
月 1 日起施行。3 月 16 日，全市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工作会
议对新规的贯彻实施作出部署
安排。

对未安置残疾人就业或安
置残疾人就业未达到规定比例
的单位征收保障金，是国家保护
和 促 进 残 疾 人 就 业 的 重 要 举
措。之前我省残疾人就业保障
金由财政代扣、地税代征。据统
计，全市地税系统11年来累计代
征保障金9633万元，年均增幅达
19.36%。

按照《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
收使用管理办法》（财税［2015］72

号）和湘财综［2016］46号文件精
神，今年1月1日起，地税部门正
式成为征收主体。保障金征收
将准确计算平均在职职工人数，
准确计算在职职工平均工资，准
确计算保障金年缴纳额。保障
金纳入地方一般公共预算统筹
安排，用于残疾人教育培训、职
业康复、创业扶持、就业服务、脱
贫解困 6 个方面，并推行政府购
买服务，公布支出情况，接受社
会监督。为落实好残疾人就业
的这一重大利好政策，此次会议
要求强化工作责任，优化服务质
效，深化部门合作，全面提高我
市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水
平。 （贺旭艳 陈筱梅）

我市部署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工作

本报讯 3 月 17 日上午，记
者从 2017 年全市公共机构节能
工作会议上获悉，去年我市积极
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
会建设，其中占比较大的三类能
源电、汽油、柴油均实现了总能
下降，为“十三五”时期的公共机
构节能工作赢得了“开门红”。

2016年，全市人均综合能耗
51.17 千 克 标 煤/人 ，同 比 下 降
2.17%；人均水耗 15.35 吨/人，同
比下降2.4%；单位建筑面积综合
能耗2.6 千克标煤/平方米，单车
（汽）油耗 4012 升/辆，与去年基
本持平。期间，邵阳县人民医院
和市农科院两家单位申报了省

级节能技改项目，其中邵阳县人
民医院节能项目已获批。LED
节能路灯改造稳步推进，“煤改
气”工程进展顺利。同时，对于
市辖周边天然气无法辐射的地
区，支持本土企业实行合同能源
管理，用生物质锅炉、大灶替代
燃煤炉进行了大量改造，极大地
减少了二氧化硫和烟尘的排放，
收到了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会上，表彰了隆回县人民政
府等22个“全市公共机构节能管
理工作先进单位”，丁加阳等 50
名“全市公共机构节能管理工作
先进个人”。

（宁如娟）

推进公共机构节能 助力绿色发展

本报讯 3 月 17 日，记者从
市运管处了解到，今年，该处将突
出客货运行业深化改革，通过合
理发展中短途道路旅客运输、农
村客运、整合企业资源、加强危货
运输企业管理等措施，加快行业
转型升级，推进企业“降本增效”。

2016年，全年累计完成客运
量 12719.72 万人 ，旅客周转量
533157.28 万 人/公 里 ，货 运 量
22505.42 万 吨 ，货 物 周 转 量
4592205.51万吨/公里；我市建制
村通班车率达96.11%，完成全市
3468 台农村客运车辆、63190 个
座位的燃油补贴申报工作，共发
放农村客运油补资金 9669.75 万
元。

今年，市运管处将合理发展
中短途道路旅客运输，开通市区
至武冈机场的直达客运班线，做

好各相关县市客运班线与高铁的
对接工作。大力发展农村客运，
积极推进城乡客运一体化进程，
年底实现全市建制村通客班车率
达97.32%。控制个体客运发展，
引导客运网络化和公司化、集约
化运营，扩大道路客运企业经营
自主权。大力发展旅游客运和包
车客运，支持汽车客运站拓展旅
游集散功能。

同时，积极开展危货运输行
业信息化监管试点工作。衔接全
市物流行业发展规划，推动市、
县、乡、村四级物流服务网络建
设，推动行业“降本增效”。加强
对道路危货运输企业的管理，对
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危货运输
企业清退出市场。

（朱 杰 周宁安）

深化服务促进客货运行业转型升级

本报讯 “以前这里黑车不
少，只要火车一来，他们就争先
恐后地举着牌子拉客。”3月16日
早晨，在市区魏源广场锻炼身体
的市民伍先成说起以往火车南
站广场的交通乱象，记忆犹新。

市区火车南站是我市的城
市地标性建筑之一，是市民休闲
健身的好去处，可谓城市的一张
靓丽名片。但近年来，这里出现
的“黑车”非法营运、举牌喊客、
肆意抢客等乱象屡禁不绝，严重
扰乱城区出租车客运市场秩序。

市委、市政府对此高度重
视，要求交通运输部门坚决打好
整治城区出租车客运市场秩序
攻坚战，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自去年12月30日市交通运输综
合行政执法支队成立以来，迅速
启动打击非法营运和规范出租
车经营行为专项整治行动，并将

火车南站客运市场秩序综合整
治作为支队工作的重中之重。
该支队通过前期深入调研摸排，
基本掌握了火车南站一带非法
营运的特点和重点对象，明确了
整治方案，派出执法人员以火车
南站为中心实行 24 小时巡查值
守。尤其突出每趟列车到站的
关键节点，一手抓严查非法营
运，一手抓出租车、公共汽车及
大巴车规范营运。经过两个多
月的强力整治，目前的站前广
场，以往“黑车”霸道和非法安装

“空车”标志灯的违规现象已不
复存在，举牌喊客、强行拉客的
不文明现象也销声匿迹，出租车
和公共汽车在各自特定区域有
序摆放接客，重新擦亮了火车站
这张靓丽的城市名片，还市民一
个宁静有序的休闲好环境。

（朱杰 陈赤波 刘铭）

交通部门整治火车南站乱象

产业兴邵访谈录

本报讯 3月17日上午，市工
商局组织双清分局及玫琳凯化妆
品有限公司等直销企业代表，在
大汉步行街广场举行“打击传
销 规范直销”主题宣传活动。

活动中，工作人员通过现场
咨询、发放宣传资料以及接受投
诉等方式，向广大市民宣讲什么
是传销、如何抵制传销等相关知
识。同时，直销企业员工代表向
广大市民宣传传销与直销的区

别，并现场传授识别假冒伪劣日
用品的方法。现场共发放宣传资
料5000余份，解答群众咨询500余
人次。

去年以来，市工商局以创建
“无传销城市”为契机，全面清剿
传销组织，有效遏制了传销活动
在我市的滋生蔓延，传销案例同
比下降 62.7%。我市被省打传办
评定为“创建无传销市州优胜单
位”。 （童中涵 李海辉）

打击传销 规范直销
市工商局开展主题宣传活动

本报讯 “如果大芯板散发木材本
身气味，说明甲醛释放量较少，为天然
实木；如果气味刺鼻或芳香浓郁，则可
能是劣质产品。”3月15日，在市工商局
经开区分局举办的“3·15”国际消费者
权益日进园区主题宣传活动现场，入驻
湘商产业园的一家建材公司正在为消

费者讲解辨别优劣大芯板的方法。
当天，市工商局经开分局以市民消

费的热点和其监管的商品为重点，包括
建材、汽车及零配件、成品油、烟草等商
品，现场指导消费者辨别真假、科学选
择，避免消费陷阱。同时，该分局设立
消费维权咨询服务台，解答市民在消费

中的困惑；设立消费申投诉现场受理
点，受理园区企业员工消费者在购买商
品或接受服务中遇到的侵权投诉，并通
过发放消费维权手册、消费权益法规，
通报侵权典型案例等方式，提高消费者
的维权意识。

（宁如娟 朱梅果）

多举措为园区企业消费维权

本报讯 3月16日，双清区民
政局在石桥街道办事处率先启动
今年我市重点优抚对象的医疗巡
诊服务。80多名优抚对象按照事
先的通知安排，陆续来到位于新鑫
社区的服务点，乐享政府提供的这
一优抚福利。

双清区现有重点优抚对象
2800多名。双清区民政局在做好
日常保障服务，经常性开展节日慰

问活动的同时，以热心、用心、耐心
的服务态度，组织重点优抚对象参
加医疗巡诊、短期疗养活动。当天
的医疗巡诊服务，市优抚医院的医
务人员为优抚对象们进行了各项
身体检查和诊疗咨询，还免费提供
了处方药和每人一袋价值百余元
的常规药。

（贺旭艳 李皓明 王海波）

双清区民政局用心开展优抚服务

3月14日，隆回县王化永农业合作社成员罗中旺在观察蜜峰的采蜜情况。2月下旬以来，罗中旺利用该县羊古坳
镇雷峰村超级稻高产攻关示范基地千亩连片油菜花盛开之机，到基地放养50多箱蜜蜂，现采现卖蜂蜜，获得了可观的
经济效益。 贺上升 阳连真 摄影报道

本报讯 “今年护笋季节就要到了，县政
府的护笋通告搞好了么？”3月13日中午，城
步苗族自治县丹口镇丹口村四组近80岁的
老农刘俊浩来到县林业局，提醒县政府要继
续印刷张贴一年一度的护笋通告，为林农持
续打造绿色银行。

“我的儿子媳妇们有的上班，有的在外创
业，我们年纪大了，往年总有人到我们这些留
守人家承包的竹林里挖笋卖钱，近几年搭帮
县政府及时张贴护笋通告，林业部门进村入
户搞护笋宣传，我山上每年就多长了千把根
竹子，我足不出门，就多赚了一万多元。”刘俊
浩满怀感激。

城步拥有南竹林近36万亩，为把南竹产
业打造成扶贫攻坚的利器，近几年，城步加大
笋竹林管护宣传教育力度，每年春分时节，县
政府及时出台护笋通告，严禁任何单位和个
人进山采挖春笋，禁止收购、销售和运输春
笋，要求各养殖户加强对牲畜的看管。县林
业局、森林公安局及各林管站、竹木检查站严
格依法加强监管，制止非法采挖、运输春笋和
损坏竹笋、新竹的行为，确保“生态立县”理念
入心，生态保护责任上肩。

（戴龙柱 李中日 朱文祥）

八旬老农护笋情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