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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阴 8℃～12℃
湘潭市 阴 6℃～11℃

张家界 阴 6℃～12℃
吉首市 阴 8℃～12℃
岳阳市 多云 4℃～11℃

常德市 阴 4℃～11℃
益阳市 阴 7℃～12℃

怀化市 阴 8℃～12℃
娄底市 阴 8℃～12℃

衡阳市 小雨转阴 8℃～12℃
郴州市 阴 8℃～13℃

本版责编 李茁 版式编辑 李妍 责任校对 彭扬

市州新闻

株洲市 阴 8℃～11℃
永州市 小雨 8℃～12℃

11
长沙市
今天小雨转阴天间多云，明天阴天有小雨
北风 2~3 级 10℃～12℃

２０12年11月23日 星期五
通讯员新闻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

本报11月22日讯（记者 徐勇 刘凌 通讯员
谭尚丰）“我区一名村委委员克扣退伍军
人优抚金3946元，同时将本村一尿毒症患
者的大病救助金4000元据为己有，性质十
分恶劣。 区纪委、监察局已给予他撤销党
内职务处分。 ”近日，开福区委常委、纪委
书记张作林在街道、 镇讲授廉政党课时，
再次用这个案例告诫街镇、社区干部。

近几年来，开福区纪委、监察局在查
办违纪违法案件中，抓“大”不放“小”，在严
查大案要案的同时，严查“三不”案件即职
级不高，但影响较大的案件；金额不多，但
性质恶劣的案件；事情不大，但反映强烈
的案件。 该区针对“三不”案件作案手段复
杂隐蔽的特点， 将查案工作和执法监察、
专项治理、 纠风等工作有机结合起来，积

极查找案件线索，拓宽案源，建立了联席
会议、协同办案、案件移送、案情通报、违纪
违法款物追缴、责任追究等制度，实行全
委办案、联合办案，重拳出击，深挖细查。截
至今年11月中旬，全区查处“三不”案件23
件，在当地引起强烈反响。 洪山街道毛家
垅社区原书记徐某、原主任姚某等12人在
环卫车队、 垃圾中转站等拆迁项目中，大

量假冒他人名义、 虚造拆迁困难补助资
料、青苗补偿资料和迁坟资料套取拆迁资
金，在干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 开福区
区纪委、监察局严肃查处，对这12人作出党
纪政纪处分，并将1人移送司法机关。

铁腕惩治正风气， 开福区查处 “三
不”案件，极大地改变了干部作风，提高
了干部队伍战斗力。

抓“大”不放“小” 铁腕正风气

开福�严查“三不”案件

本报11月22日讯（记者 朱章安 通讯员
李孟翔 文丽贵 王皆清）“不买香在这里
可停车吗？ ”“可以。 ”11月22日，南岳景区
来了一批特殊游客，他们是南岳区委、区
政府请来的中央、 省和衡阳市媒体的20
多名记者， 对旅游服务质量及设施环境
“挑刺”。

记者们在南岳大庙、祝融峰、半山亭
等主要景点明查暗访， 亲身感受南岳在
旅游基础设施、 旅游经营环境与服务等
方面的变化。前不久，南岳衡山成功通过
了国家5A级旅游景区复核。

南岳曾一度出现欺客宰客等现象，
被全国旅游质量等级评定委员会通报批
评。 南岳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迅速行
动。 从今年5月开始，他们背水一战抓整
改，对照国家有关标准认真查找问题，逐
一细分任务。区委书记傅丹舟、区长胡小
宁动员全区人民在整改中发挥“主力军”
作用， 为今后又好又快发展打下坚实基
础，全面促进南岳旅游转型升级。区里设
立了8个整改工作组， 加强对乱停乱靠、
非法营运、欺客宰客等行为的打击力度，
先后查扣非法载客营运摩托车65台，查

处违规停靠车辆350余台次，责令36家违
法违规经营户停业整顿。

同时，南岳区以“提高游客满意度”
为目标 ，投入资金1.4亿元 ，完善旅游基
础设施。对景区所有地埋式垃圾池、垃圾
中转站进行维修，新建、改建6个停车场，
新制作386块标识标牌。而且，全面
推行旅游商品明码标价工作 ；游
客中心实行车票、 门票同一窗口
发售 ，以方便游客 ；在免费公交 、
景区环保车和缆车上， 开通语音
报站和安全提醒， 并使用语音导

游系统等。
良好的设施、环境和服务，为南岳赢

得了更多的客源、更好的口碑。 今年1至
10月， 南岳接待游客数和旅游总收入同
比分别增长30.75%、30.27%，游客对景区
管理满意率达98.7%。

转型升级 游客满意

南岳 通过5A景区复核

本报记者 向国生 廖声田 尹超

11月22日上午， 细雨霏霏， 寒意正浓， 党的十八大代
表、 张家界市委书记胡伯俊来到贺龙元帅故里———桑植县
洪家关乡洪家关村， 冒雨踏泥， 挨家挨户宣传十八大精
神。

洪家关村是胡伯俊的联系村。 党的十八大召开后， 村
里干群是否组织学习、 精神如何贯彻落实、 大家有什么新
打算？ 这一切， 都牵动着胡伯俊的心。

走进养猪大户韦先成家， 胡伯俊绕进后院的养猪场，
不断鼓励韦先成要深刻领会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实质， “要像你的名字一样， 率先把小康搞成。” 胡伯
俊风趣地说。

听说十八大代表来村里， 干群相邀而至。 村支书贺兴
志说， 大伙都想 “沾沾十八大喜气”， 认为市委胡书记从
北京带回来的精神更直接明了。 大家围炉而坐， 倾听胡伯
俊讲述参加十八大的过程， 传达十八大精神， 解析与惠农
利民好政策。

“结合村里实际 ， 关键是要把十八大精神落到实
处。” 胡伯俊要求大家发扬老区革命精神 ， 结合红色旅
游， 发展支柱产业、 现代服务业和文化产业， 后发赶超，
争取早日脱贫致富奔小康。

“大家对未来信心满怀。” 听完胡伯俊细致的宣讲和
鼓励， 在场30多名干部群众激情昂扬， 支书贺兴志说， 十
八大报告一出来， 村支部给每个群众人手印发一册， 分组
集中学习， 都对2020年收入翻番和建设美丽中国充满信
心。

“党的精神是福音， 我们个个要牢记， 美好家园齐建
设， 元帅家乡百姓有福气！” 大桥组一名党员的 “顺口溜”
道出了大家的心声。

“元帅家乡百姓有福气”

本报11月22日讯（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朱剑飞 陈洪武 彭泽） 南车株
洲电机有限公司今天传来喜讯，该公司
与唐山开诚电控设备集团有限公司共
同研发的矿用变频电机一体化装置，首
次亮相正在北京隆重举行的“2012中国

国际煤炭展览会”，引起世界瞩目。
据介绍， 该产品填补了国内空

白。该款矿用防爆变频电机可广泛适
用于绞车、掘进机、刮板机和皮带机
等矿用设施，能充分满足现代煤矿安
全、节能生产的需求。

“南车电机”矿用防爆电机
瞩目中国国际煤炭展

本报11月22日讯 （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徐佳）今天上午闭幕的岳阳市岳
阳楼区第四届一次人大代表会上， 江豚
保护志愿者、 本报岳阳记者站站长徐亚
平，高票当选为岳阳市第七届人大代表。

徐亚平站长是一位环保志愿者，

16年来， 在搞好新闻报道的同时，策
划、 组织开展了许多保护洞庭湖、长
江的环保活动，保护了鸟类和湿地资
源，目前又组织90多个志愿者开展了
16项长江江豚保护志愿行动，得到了
国际国内环保组织赞赏。

本报岳阳记者站站长徐亚平
当选为市人大代表

村村通了水泥路

泸溪解决群众出行难
本报11月22日讯 （通讯员 向民贵 覃选生 陈建华

记者 沙兆华） 初冬时节， 泸溪县新建村通畅工程工地上
一辆辆工程车满载混凝土， 一片繁忙。 这是泸溪县交通运
输局积极推进为民办实事的喜人镜头。

今年以来， 泸溪县交通运输局坚持科学发展， 注重发
挥网络整体效益， 把为民办实事建乡村水泥 （沥青） 公
路， 作为开展 “ 重大交通建设项目推进年” 活动一系列
措施整体推进。 该局成立了工作领导小组， 在管理责任上
落实 “四个一”， 即 “1条通村公路保证有1名乡镇主要领
导负责、 1名工程技术顾问监督、 1支建设专业队伍承建、
1套质量管理办法”； 牢固树立 “安全第一， 预防为主” 的
工作理念， 由县交通建设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所把好施工资
质关、 建筑材料准入关、 施工现场管理关和工程检测验收
关， 对工程管理一律实行招投标制、 合同管理制、 项目经
理负责制、 质量监理制、 廉政责任制等5项制度， 严格按
照安全施工、 科学施工的原则， 全面推行 “县、 乡 （镇）、
村” 三级管理模式。 截至目前， 全县完成为民办实事的农
村公路建设153.6公里 ,完成投资8100多万元， 村村都通了
水泥公路， 彻底解决了群众出行难问题。本报11月22日讯 （记者 白培生 李秉

钧 通讯员 胡旋） 近日， 桂阳县与深圳中
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商讯通
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就推进桂阳
农业农村经营移动信息化示范县建
设 ， 签订合作协议 。 计划今年至
2015年期间 ， 两家公司将投资10亿

元， 在桂阳县全面推进农业生产经营信息
工程。本报11月22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李先志 吴学文） 11月19日，
接过5000元大病救助款 ， 蓝山县大
麻办事处三合村9组白血病患者乐永
玲热泪盈眶。 这是该县 “一周一访”
打造关爱弱势群体无缝平台的一个

实例。
今年以来，该县通过“一周一访”

救助大病人员436人次， 实施农村危
房改造 2200户 ， 发放城市低保金
1256.4万元、农村低保金1098.2万元，
救助孤儿97名。

蓝山“一周一访”关怀弱势群体
桂阳免费派发10万台手机

11月17日， 龙丰茯苓产业公司的员工在加工茯苓产品。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是 “中国
茯苓之乡”。 近年， 该县已成为国家和省重点药食用菌商品生产基地县和以茯苓为主的中
药材生产、 收购、 加工、 出口基地。 本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刘杰华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