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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11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叶和阳 黄振 陈万根 ）8月9
日，平江县石煤矿股东和大洲乡都塘
村部分村民，将一面写有 “帮群众作
主为企业解难”的锦旗送到了该县群
众工作办公室，以感谢政府两昼夜成
功处理了该企业改制后的历史遗留
问题。 今年来，平江副科以上干部勤
下基层，倾听群众呼声 ，帮助群众解
决生产生活难题8000多件，群众满意

度和安全感大幅提升。
平江县将今年定为 “群众工作

年”， 设立了县群众工作办公室， 在
27个乡镇、 804个村 （居） 委会建立
了群众工作站 （室）； 组织副科以上
干部下基层 ， 要求每名副科以上干
部蹲点联系一个行政村 ， 每周最少
保证有1天吃住、 服务在基层， 县政
法系统干警以社区为单位 ， 对新 、
老城区街道进行分段分片联系管

理。 县群众工作办公室将涉及 “三
农” 的政策法规及群众所关心的办
事程序收集编印成便民手册 ， 送到
全县23万多户80多万农民手中 ， 深
受群众欢迎。

广大干部热情当好人民群众的
“服务生”。 33名县级领导和90个职能
部门对口帮扶33家规模企业和90家
重点企业， 帮助企业解决融资贷款、
技术改造、 手续代办等具体问题378

个。 100多个县直单位组织干部开展
城区夜间义务巡逻。 所有联村干部将
自己的姓名 、 职务 、 联系方式制作
成便民卡 ， 发到农户 ， 收集意见建
议6800多条；调解群众矛盾纠纷2100
余件。

扎实的群众工作推动了该县干
部作风转变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今年
来，该县信访总量同比下降58.3%，在
全省综治民调测评中上升35个名次。

本报8月11日讯 (记者 段云行
通讯员 罗铮 王慧 肖璋) “与同年
同月同日生的人一起过生日 ， 是件
浪漫的事 ， 我们特意从外地赶来参
加紫鹊界漂流和紫鹊界梯田等景区
举办的 ‘全国首届生日缘漂流节’。”
近日 ， 隆回县六都寨年轻小伙蒋德
明一边穿救生衣， 一边与记者搭讪。

娄底市境内有各类风景名胜旅
游点70多处 。 近年来 ， 娄底市引入
大旅游概念， 实行 “大兵团” 作战，

整合旅游资源 ， 整体包装 、 升级 ，
成功举办了 “2008中国湖南国际旅
游文化节之紫鹊界梯田景区首游庆
典活动 ”、 2009 “亿元优惠迎国庆 ，
万人免费游娄底 ” 、 2010 “相约娄
底·走进乡村” 乡村旅游富民工程启
动仪式等活动和专场旅游推介会 。
此外 ， 娄底市还将加强与大长沙 、
大湘西 、 大湘南旅游板块的对接合
作， 着力打造以新化为核心的湖南
大梅山旅游经济协作区 ， 以水府庙

和富厚堂为中心的山水人文休闲区。
努力将韶山———曾国藩故居———南
岳衡山 ， 水府庙旅游区———涟源龙
山———新化紫鹊界梯田———隆回花
瑶 ， 宁乡灰汤———涟源湄江———新
化梅山龙宫———新化大熊山———安
化茶马古道等旅游线路打造成省内
的黄金旅游战略 。 今年上半年 ， 全
市实现旅游总收入27.62亿元， 接待
量比去年同比增长39.56%。

目前 ， 娄底市正趁热打铁全面

挖掘特色旅游资源 。 在娄星区大力
发展乡村旅游 ， 在冷水江市发展以
锑都为主线的工矿观光旅游 ， 在双
峰打造以曾国藩故里 、 蔡和森纪念
馆 、 中华女杰之乡为代表的文化体
验景区； 在新化县则突出生态观光、
民俗体验功能， 以梅山文化为主线，
建设大梅山文化旅游核心区 ， 促进
旅游产业向复合型转变 。 争取在
“十二五” 期间， 全市旅游收入占到
GDP的10%以上。

娄底整合资源做大旅游蛋糕

平江干部勤下基层化解难题

8月10日， 通道侗族自治县人才交流中心挤满了前来报名参加考试的
求职者。 该县不断加大专业技术人才招聘力度， 这次公开招考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190名。 吴伟 摄

本报8月11日讯 （记者 徐荣 通
讯员 高兰大 谭斯妲）“这是对毛主
席家乡的厚爱。 ”8月9日，湘潭市市长
史耀斌收到了一份珍贵的礼物———
大长江集团向湘潭市人民政府捐赠
100辆豪爵电喷节能警用摩托车。

据悉，此次大长江集团捐赠的型
号为EN150J的豪爵节能警车， 配备

了世界一流的电喷系统，采用了多项
创新技术，优化了整车操控性能， 提
升了发动机性能， 燃油利用率大幅
提升 ， 百公里实测油耗仅为 1.7L，
尾气污染物排放大幅降低。 这100辆
捐赠警用摩托车，将向湘潭市公安局
发放，为促进该市社会治安一线管理
效力。

本报8月11日讯（记者 邓明 白培生
通讯员 曾志芳 文跃波 ）8月10日一
大早， 宜章县岩泉镇党委书记胡忠、
镇长宋立军分别率抗旱救灾服务队，
来到东口洞村、竹渚村 ，与村民一道
抗旱。 东口洞村老党员文本财高兴地
说：“镇里的干部天天下来与我们一
起抗旱，村里晚稻生产有保障了。 ”

7月份以来，因持续高温少雨，岩
泉镇出现严重旱情， 泉井及山塘、水

库几近干涸，农田开裂露白 ，农作物
受旱面积达到1.1万亩，并有38个自然
村出现人畜饮水困难。 对此，镇里组
织机关干部和农技站、农机站等单位
工作人员90多人， 成立3支抗旱救灾
服务队，奔赴村组一线 ，帮助群众抗
旱。 目前，该镇已投入抗旱资金13万
元 ，修整渠道5900米 ，投入抗旱设备
15台 （套 ），抢修农机具48台 （套 ），掘
取水井29口，解决饮水困难5600人。

百辆警用摩托车捐赠湘潭

本报8月11日讯（记者 唐善理 通
讯员 丁凌明）“这下好了， 稻子能够保
住了。 ”8月10日上午，祁阳县文明铺镇
扒船塘村村民陈和国站在田头， 看着
水管哗哗流出的清水流入稻田， 脸上
绽开了笑容。该县自7月份深入开展“排
忧解难服务月活动”以来，广大党员干
部进村入户与农民群众齐心协力战旱
魔，掀起了保水抗旱、改制改种热潮。

由于持续高温少雨，祁阳县先后

有30万亩农田不同程度受旱。 县委、
县政府采取有力措施指导抗旱救灾。
所有县级领导、县直农口和镇干部深
入一线坐镇指挥，并在水源紧张的地
方采取科学调库水、 拦坝堵漏水、装
机提死水、 疏通沟渠引活水等措施，
管好、用好水源。 目前，全县已投入劳
力近10万人，资金900多万元，抗旱机
埠912处1488台、小型抗旱机械1万余
台，疏通渠道650公里。

本报8月11日讯（通讯员 彭宏发
记者 李军）近来，邵阳市双清区人民
检察院对该区高崇山镇5个共计近
200万元标的的国土整理项目土建工
程， 成功地进行了全程招投标监督，
确保了这些惠及“三农”的重点民生
工程招投标工作的公平与公正。

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是容易产
生腐败的高危领域。 近年来，双清区
检察院立足检察职能，对全区政府采
购及重大建设、投资项目进行法律监
督，建立健全了重点建设工程腐败风
险评估和预警机制、预防效果评估制
度、招标代理机构监管制度等。 他们
将法律监督前移，着力强化重点工程
建设预防监督，对工程有关人员进行

法制教育，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和拒
腐防变能力，加固预防“大堤”。 对重
点工程建设实施跟班同步预防，力促
工程招投标、物资采购、资金拨付、资
金使用、工程监理、竣工验收等关键
环节的阳光运作。 力推“阳光招标”，
进行开标现场监督，防止围标、串标、
暗箱操作， 使工程招标程序合法化、
结果合理化、质量优质化，有效预防
了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

仅今年上半年，双清区检察院先
后参与监督辖区内的工程招投标13
项，共发出5份书面检察建议，对一起
有违招投标程序，存在资格证书作假
的中标公司，督促有关部门依法取消
了其中标资格。

双清区检察院全程监督工程招投标

本报8月11日讯 （记者 王晴 通
讯员 朱蒲洲 李宏 张毅宏）8月1日
上午，岳阳市君山区政府会议室座无
虚席，全体区委常委及区人大、政府、
政协领导共30余人正在这里沉思作
答，参加信访维稳“考证”考试。

针对过去有的干部在接待群众信
访中政策法规掌握不全面， 信访问题
处理答复口径不一致等现象， 年初区
里明确规定：所有区、镇党政主要负责
干部必须自觉学习掌握有关政策法

规，在接待、处理群众信访工作中做到
“持证”上岗。为此，区信访局结合全区
存在的国有农用地管理等14个突出信
访问题所涉及的政策法规， 处理程序
以及上级关于信访维稳工作的相关规
定等，编制成《信访工作宝典》，印发给
各级领导干部学习， 作为妥善接待处
理信访问题， 预防化解矛盾纠纷的指
南。并制定了具体实施方案。至7月底，
该区已有148名区、 镇党政负责人，考
取了信访维稳法律法规合格证书。

君山区干部信访考“证”上岗

本报8月11日讯 （记者 周勇军
李寒露 通讯员 吴林芳）8月10日，常
德市公安局举行集中清理处置涉案
财物活动，公开返还和处置有关财物
总价值约210多万元， 其中当场返还
现金52万元。

自去年以来，常德市公安部门开
展了 “社会治安严打整治专项行动”
和集中开展严打“两抢一盗”专项行
动， 依法收缴了一大批通过盗抢、诈
骗等非法途径获得的赃款赃物。民警

在清理财物过程中，不仅注重清理涉
案金额高、社会影响大的财物，而且
对一些手机、身份证、护照等事关群
众生活的小件物品，也进行了仔细的
清理，并依法按时处置返还。今天，来
自常德市各大宾馆、酒店、学校和社
区的200多名群众， 纷纷来到现场领
取了自己丢失的财物。 此外，该市公
安局交警支队还在当天集中销毁了
涉案和非涉案机动车辆45台，其中汽
车15台，摩托车30台。

常德警方处置一批涉案财物

52万元现金返还失主

祁阳干群齐心战旱魔

岩泉干部职工奋力抗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