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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中雨 11℃～20℃
湘潭市 阵雨转小到中雨 12℃～20℃

张家界 雷阵雨转小到中雨 10℃～18℃
吉首市 小到中雨 12℃～18℃
岳阳市 阵雨转小到中雨 8℃～17℃

常德市 小到中雨转小雨 11℃～16℃
益阳市 小到中雨 10℃～18℃

怀化市 小雨 11℃～18℃
娄底市 阵雨转大雨 13℃～20℃

衡阳市 雷阵雨转中雨 12℃～22℃
郴州市 阵雨转中到大雨 14℃～23℃

株洲市 阵雨转中雨 12℃～19℃
永州市 小雨转中到大雨 14℃～21℃

5
长沙市
今天，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
阵雨转多云 北风 2~3 级 10℃～18℃

２０13年3月25日 星期一
通讯员新闻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

本报3月24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周平尚） 最
近， 湖南科技学院本届毕业
生张敏接到金浩茶油有限公
司的录用通知。 有关部门日
前在湖南科技学院举行招聘
会， 该校培养的毕业生深受
永州当地用人单位青睐，160
多家本地用人单位前来招
录， 现场达成就业意向869
人， 目前已签订就业协议和
发出用人通知的有327人。

湖南科技学院紧紧围绕
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
有针对性地开设专业， 培养
应用型人才。 学校每年与永
州市就业服务部门合作，免
费组织创业培训， 先后培训
学生3700人次。 当地政府出

台了一系列的帮扶措施和优
惠政策， 通过鼓励用人单位
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 扶持
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 采取
过渡性安置、 设立高校毕业
生就业创业专项资金、 创建
大学生创业基地、 搭建高校
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的对接平
台等措施， 让更多的高校毕
业生实现就业、创业梦想。近
3年来，该校毕业生近半在永
州就业、创业，其中400多人
实现创业梦想。2012届毕业
生曾百龙在永州创办风云影
音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被评
为“大学生优秀创业项目湖
南省三十强”，受到湖南省青
年创业就业基金会特别资
助。

本报3月24日讯 （记者
李 文 峰 通 讯 员 何 力 辉
张兴林）今天，记者从炎陵县
旅游部门获悉， 该县创建湖
南省旅游强县工作通过评
审，成功创建为省旅游强县。

炎陵县生态环境优美，
旅游资源丰富。 近年来， 炎
陵县启动省旅游强县创建工
作， 全力打造生态旅游强
县。 炎帝陵成功创建为国家
4A级景区、 国家级风景名
胜区； 炎帝陵祭典被列入国

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 神农谷也跻身国家4A级
景区； 红军标语博物馆成为
国家3A级景区， 并列入了全
国红色经典旅游景区名录。
同时， 涌现出鹿原镇等省特
色旅游名镇， 以及密花村、
梨树洲村、 大院村等省特色
旅游名村。 问荷山庄、 密花
生态园等23家农家乐被评为
省星级乡村旅游区； 县府路
旅游购物街被定为省级旅游
购物示范点。

本报3月24日讯 （记者 戴勤 蒋剑
平 通讯员 杨贤勇 杨启平 关杨
博）最近，武冈市辕门口街道组织党
员干部，对辖区内部分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 离退休老干部及群众代表
进行走访， 征询他们在推动科学发
展、改善民生民利、转变干部作风等
方面的意见建议。

当天， 武冈市委召开大会部署
“三进六访”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发动全市党员干部进农村、 进社区、

进企业，访基层代表、访困难家庭、访
特殊群体、访服务对象、访中小企业、
访致富能手。 活动从3月下旬开始，至
12月底结束。 全市党员干部通过开展
“三进六访”活动，着重解决贯彻落实
科学发展观、执行民主集中制、改进工
作作风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市里制订
了严格的工作纪律，要求各级党员干
部在“三进六访”活动中，务必认真执
行相关规定，树立“为民、务实、清廉”
的良好形象。

围绕地方需要培养人才

湖南科技学院
半数学生永州就业

炎陵创建为省旅游强县
武冈“三进六访”纳良策

本报3月24日讯（记者 周勇军 李寒露
通讯员 姚彬）3月12日，39名“问题少年”结
束了在常德澧县“励志家园”2个月的供养
教育，回到原来所读学校。据了解，对家庭
贫困失学失管青少年进行集中教育供养的
“励志家园”，创办3年来，已让430名“迷途”
孩子重新回到正确人生方向。

澧县“励志家园”是常德市实施的社
会管理创新项目之一。 近年来， 该市以
“项目化”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他们针对

当前比较突出的问题，选择实施人口、公
共安全、矛盾调处等方面9大类65个社会
管理项目。为搞好这些项目建设，该市结
合开展“基层基础建设年”活动，实施“六
到”工程，即组织网络健全到基层、力量
配置强化到基层、基本平台建设到基层、
工作中心下移到基层、 管理功能发挥到
基层、保障投入倾斜到基层。去年就投入
资金1.2亿元，新建、改扩建社区办公服务
用房133处。同时，将社会管理综合治理

重心下移到村（社区），开展“一包双联”
活动。去年，该市政法系统干部包案623
件、单位联点537个、干警联户1.1万多户，
共走访群众10万余人，捐助钱物292万余
元，帮扶困难群众5700多户。

在项目推动下， 常德市社会管理
创新取得可喜成果。去年，该市津市市
继续保持全国平安建设先进县（市）,鼎
城区作为我省社会管理创新试点区，
其经验获全省推广。此外，该市探索出

的网格化防控和“党员到户工作法”等颇
具特色的社会管理模式， 以及武陵区体
育东路社区智障人群服务、 光明巷社区
“学生餐桌”服务等，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本报3月24日讯 （记者 张新国 刘跃兵
通讯员 夏雨 国庆 建海 ） 双牌县五里
牌村民唐烈英近日来到县政府请求为她
解决养老保险， 县政府分管领导召集财
政、 人社部门的负责人共同接访后， 当
场答应按照相关程序帮她解决。 今年以
来， 该县已开展３次县级领导大接访活
动， 共接待群众来访85批126人次， 当
场解释27件， 42件已在规定期限内办
结， 其他重点疑难问题被列入限期办结

范畴。
今年初， 该县创新接访工作机制，

出台了 《双牌县县级领导大接访实施方
案》， 明确每月10日为县级领导接访日。
接访分农业农村组、 城建组、 涉法涉诉
组、 优化经济环境组、 约访议访组等7
个大组进行。 每个接访组由分管该项工
作的县委常委任组长， 其他分管的县级
领导为副组长， 相关职能部门主要负责
人为成员。 约访议访组由县委、 县政府

主要领导担任组长， 视情况不定期约见
信访人， 着力解决重点疑难信访问题。
每个大组都在不同地点， 分类接待来访
群众。 每月接访日， 有关部门将接访时
间、 地点及接访领导提前在电视台发布
公告， 便于信访群众及时上访。 接访日
当天每个接访组均安排了联络员， 对领
导的批示件进行登记， 并跟踪督查督
办， 确保件件得落实。 各乡镇场、 县直
各部门各单位建立相应的接处访工作机

制， 按照“谁主管、 谁负责， 谁分管、
谁负责， 谁联系、 谁负责” 的原则， 层
层担责任， 认真处理信访人反映和领导
交办的信访问题， 做到事事有结果、 件
件有回复。

大接访机制减少了交办、 转办等中
间环节， 方便来访群众根据自己的诉求
情况找对口的接访组反映， 见到想见的
人， 说出想说的话， 解决了想要解决的
事。

常德 社会管理创新“项目化”

大接访解开百姓千千结

3月21日 ，儿
童在老师和救援
队员带领下 “疏
散” 到安全区域。
当天，省水利厅幼
儿园在省红十字
会蓝天救援队的
指导下，开展防地
震紧急疏散演练。
本报记者 郭立亮
通 讯 员 杨 奇 志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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