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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9日讯 （记者 白培生 邓明
通讯员 侯志德）近日，郴州市北湖区人民
东路社区党委和辖区单位、 居民党员举行
“三三连心·服务居民”活动，吸引800多名
党员参加。 他们一起重温入党誓词，并上街
清理垃圾、擦宣传牌、护绿草地。这是社区党
委和辖区单位今年共同举办的第5次活动。

北湖区位于郴州市中部， 城区面积
占郴州市主城区面积四分之三， 有51个
城市社区， 各类驻区单位1300多个。 过
去， 社区和驻区单位条块分割、 互不相

干，社区活动很难开展。 从去年起，该区
在社区中全面推行区域化党建工作法。
即以社区为单位，采取社区选单位、单位
选委员、居民选党员和街道工委下聘书的
“三选一聘”方式，将辖区内党员中的社会
能人和单位党组织骨干，选聘为社区党委
兼职委员，并成立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居
民庭院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3个横向工作
机构，构建社区党委兼职委员、小区党支
部、 居民楼栋党小组和党员中心户4级纵
向服务网络，形成“1+3+4”区域化领导体

制。 目前，全区已有254名驻区单位骨干和
社会能人，被选聘为社区党委兼职委员。

同时，社区与驻区单位建立共驻共建
责任制、群众监督评议制、联述联考奖惩
制、典型示范激励制等工作制度，共同开
展组织建设、社会治安、公益事业、社
会救助、文体活动、文明创建等。这样，
打破了社区与驻区单位之间的隔膜，
区域内资源得到共享共用，党员作用
得到充分发挥。 去年来，北湖区51个
社区与近1000个单位开展共驻共建

活动1470余次，新建社区居家养老中心和
残疾人康复中心18个， 创办党员教育、就
业创业、 科技普及等实践培训基地87个，
共享组织活动阵地423次， 整合盘活社区
党建资金800余万元。

本报7月9日讯（记者 戴勤 蒋剑平 通讯员 向云峰
周泽宁）近日，绥宁县黄桑省级地质公园开园，成为继新
邵白水洞、 新宁崀山之后， 邵阳市建成的第3处地质公
园。该地质公园属构造剥蚀侵蚀中、低山峡谷地貌，面积
137平方公里。目前，园区有国家级地质遗迹14处、省级
59处。

邵阳市 晴 25℃～34℃
湘潭市 晴 28℃～36℃
株洲市 多云 28℃～36℃

长沙市 今天到明天， 晴天间多云
南风 3 ～4 级 28℃～36℃

张家界 多云 27℃～34℃

永州市 多云 27℃～35℃
衡阳市 晴 29℃～37℃
郴州市 晴 2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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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阳市 晴 28℃～35℃
怀化市 多云转晴 27℃～34℃
娄底市 晴 26℃～34℃

吉首市 多云 25℃～32℃
岳阳市 晴 29℃～35℃
常德市 晴 27℃～35℃

本报7月9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欧阳友忠 谭学峰 陈晓泉）7月2日中午，
宁远县城北派出所党员民警陆石顺、舜
陵镇党员干部谭运松等人， 相约来到舂
陵社区老防疫站家属区， 为生活困难的
孤寡老人邱香送来大米、 食用油和救济
金， 陪老人聊家常。 让邱香老人感动不
已。 这是宁远开展在职党员服务社区活
动中的一个镜头。

宁远县城共有8个社区，16万人。针
对社区管理线长、面广、难度大等实际，
今年以来， 县里结合正在开展的“转作
风、解难题”等作风建设实践活动，推出
“在职党员进社区”活动。县直机关、事业
单位、 社区的3616名在职党员自愿报名
进社区开展义务服务活动。 社区设立了
党课辅导、致富培训、文明劝导、扶贫帮
困、矛盾调处、治安巡逻、环境清扫等16

类岗位。 进社区服务党员按工作单位和
住所选择服务社区， 每人在社区至少认
领1个工作岗位。县里专门制定下发了实
施方案，分别给县直单位党组织、社区党
组织、在职党员明确了职责和任务。参与
活动的在职党员深入群众走访， 主动接
受群众监督，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县
里还建立工作台账，及时掌握信息反馈，
出台了考核评比办法。 县中医院组织30

名党员骨干成立义务医疗队， 深入社区
开展义诊活动，接受群众咨询，免费发放
价值10万元的药品。

党员义务服务社区活动开展以来，
基本做到了小事不出楼宇， 大事不出小
区，疑难问题不出社区。宁远县城的社区
街道更为整洁，居民言行更为文明，作为
省级文明卫生县城的宁远县城， 文明指
数有了明显提高。

本报7月9日讯（记者 沙兆华）
“如果说以前的低保像个笼子，进
来了就能赖着不出去，那么，现在
我们的低保更像车站码头，新老低
保对象总是流动的。 ”今年上半年，
岳阳市岳阳楼区社会救助局清退
已退休的收入超标低保等不符低
保政策标准的家庭 504户、1247
人。同时，全区新申报的763户困难
家庭被“请入”低保保障范围。

今年来，岳阳楼区将低保受助
对象提供的家庭财产收入与其在
与劳动社保、房产、公安、工商等部

门的信息进行比对，同时与民政殡
葬执法部门联合，及时清理死亡低
保对象。吕仙亭街道观音阁社区居
民吴雁萍夫妇下岗后， 每月靠着
260元的低保金维持着生活。如今，
她丈夫做起小生意，生活有了可靠
收入。 社会救助局经过信息对比，
发现其每月2000元家庭总收入已
超过低保标准， 经过公开评议，吴
雁萍家低保今年4月予以停发。

为实现动态管理下低保的
“进出公平”，该区成立了“业务归
口审批线”，从社区、街道到社会

救助局， 三级建立了一支由75名
专干组成的审批队伍， 形成了直
接、 快速的审批渠道。 今年上半
年，全区纳入城乡低保没有1例超
出政策范围。 吕仙亭街道芋头田
社区居民李萍的丈夫患肺癌，夫
妻将位于芋头田社区住房卖掉治
病，回老家居住。 今年5月，李萍通
过芋头田社区采取异地申报的形
式申请救助， 社区和街道两级审
批人员到其老家入户调查后，同
意给予低保补助， 现李萍家每月
享受低保600元。

本报7月9日讯 (通讯员 阳丽萍 王劲 邓劲松 记者 杨军)
近日，记者从沅江市林业局获悉，该市14.47万亩“兴林抑螺”
林业血防工程通过了省级验收，面积、质量合格率均达100%。
据统计，实施“兴林抑螺”工程的区域，活螺出现率由造林前
的60%下降为3.2%， 每平方尺钉螺密度由1.599只下降为
0.036只。

“兴林抑螺”是控制血吸虫病流行的一项治本之策，它通
过改变湖区滩地生态系统，影响钉螺适生条件，预防和控制
血吸虫病发生和蔓延。 沅江市从2006年被列为全国血吸虫病
综合治理重点项目县(市)、全国抑螺防病林建设试验示范区
以来，争取中央项目资金3962万元，因地制宜，精选了隔离围
栏造林、挖沟筑垅造林、开沟排水造林、宽行窄株造林、林下
冬季间种等5种造林模式，取得良好生态、经济效益。

本报记者 王文隆 通讯员 黄智广

美丽“处女地”，违章“重灾区”
长沙湘江东岸，沿湘江大道，穿越南二环，再向南，有一

片名叫解放垸的地方，当地群众称其为长沙对接株洲湘潭的
“南码头”。 解放垸所在区域又叫长沙市天心区大托铺街道。

站在江边放眼望去，解放垸阡陌纵横，水面连绵，屋舍俨
然，犹如一张白纸、一块“处女地”。

对于城市建设者来说， 这片逾15平方公里的美丽土地，
可以“写最新最美的文字，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然而，由于其紧邻城市建成区，近年来随着城区在建工
程项目日益增多， 致使该地区成为违法倾倒渣土的主要目
标。 同时，该地区违法出租土地及违法搭建的现象较为严重。

回忆一年前，大托铺街道负责人用“触目惊心”形容当地违
规倾倒渣土现象，“一些村民组或个人为了眼前利益，以2000元/
亩左右的价格违规将稻田、水塘、低洼地等农用地出租他人作为
卸土场地，导致违规倾倒渣土现象严重。 ”据初步统计，大托铺街
道辖区内已违规倾倒渣土的土地有近20处，面积达170亩。

“管好一片土地”，将来更好开发
2012年7月11日大托铺街道正式挂牌,乱象随即得到遏制。
严控违规倾倒渣土、严控违规出租土地、严控违规搭建！

这，成为大托铺街道工作的重中之重。 街道对违法行为拿出
了系列严厉的管控举措：

———先后多次组织街道、村、三长代表召开专题会议，明
确禁止一切“三违”行为。

———将辖区5个行政村按块划分网格， 组织一支30人的
综管队伍，实行分片负责，责任到人。 该支队伍实行“两班倒”
工作机制，24小时对辖区“三违”情况进行动态巡查监管，发
现一起，处置一起。

截至目前，解放垸区域共制止违法卸土37处、扣留车辆
95辆，拆除（自拆）违章建筑3.8万余平方米。

7月9日，记者在解放垸采访时看到，违规倾倒渣土现象
基本绝迹，看不到新倒的渣土，也不见新建的违章搭建房屋。

“保护，是为了将来更好地开发。 ”街道负责人说，解放垸
的原生态水域生态系统，目前吸引着络绎不绝的客商前来参
观考察，几乎成为每位投资者来天心区考察的必到之处。

解放垸，在等待腾飞的时机。

长沙“南码头”
腾飞会有时

本报7月9日讯（记者 陈永刚 通讯员 陈东风 龙辉明）
今天，长沙市发布公示，拟对13条公交线路调整延伸，以解
决湖南师大附中高新实验中学、 长沙理工大学云塘校区、
九峰小区等地出行不便的问题，填补部分路段公交空白。

这13条线路是：114路区间线、118路免费摆渡车、
131路、158路、368路、16路、105路、137路、152路、142
路、702路、810路以及新开通的解放垸定点定时车（南郊
公园-解放垸新港村）。

为填补福元路大桥公交空白，解决潇湘北路无公交
线路问题，拟调整131路。 具体走向是：从白沙湾路芙蓉
公寓发车，经原线[荷花路、（左转）嘉雨路、（右转）人民
路、（右转）韶山路、（左转）五一路、（右转）迎宾路、（左
转）营盘路、（右转）东风路]至德雅路车站路口后，改经
（左转）车站北路、（左转）福元西路、（右转）芙蓉北路、
（左转）盛世路过福元路大桥、（左转）银杉路、（左转）茶
子山路、（左转）滨江景观道、（左转）福元路桥辅道至潇
湘北路与福元路桥下交叉处西南角。

新开通的解放垸定点定时车（南郊公园-解放垸新
港村）将解放垸无公交车的问题，填补湘江南路公交空
白。 其线路走向是：从南郊公园发车，经（直行）南二环辅
道、（左转）湘江大道至解放垸的新港村。 线路单程长度
13.4公里。

市民有意见或建议，可拨打0731-88151705反映。

沅江兴林抑螺防控血吸虫病

党建激发社区活力

在职党员服务居民

长沙拟调整延伸
13条公交线路
福元路大桥将通公交车

黄桑省级地质公园开园

504户被清出 763户被“请入”

岳阳楼区低保管理“进出公平”

7月9日，长沙医学院20余名教师、学生来到龙山县城区中心敬老院，为48名老人义诊，讲授养生知识，
并赠送了牛奶、苹果等慰问品。 杨志富 张海燕 摄影报道

北湖区

宁远县

钉螺密度大幅下降

本报7月9日讯（通讯员 王军 记者 李文峰）伴随引擎发
出的巨大轰鸣声，“歼十战斗机”滑过株洲通用机场跑道冲向
蓝天。近日，株洲航模协会引进的湖南首架涡喷模型飞机，顺
利完成株洲首飞。该款“歼十”模型飞机全长2.4米，按原机1∶
6的比例设计，加满6升油可以连续飞行400公里，轻松爬升到
3500米的高空。“歼十” 战斗机在珠海航展上展示的动作，这
台模型机都可以完成。

模型战机株洲秀特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