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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21日讯 （记者 戴勤 蒋剑平
通讯员 成圣斌 贺鸿 ）近日，伤残农民
工肖孚严从邵阳市新邵胜利煤业公司
领到了近4万元赔偿金， 他高兴地告诉
记者，为这起工伤损害案，他上访两年
未果， 后在当地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
下，仅8天就赔偿到位了。

邵阳市除在全市建立健全从市到村
（社区）四级人民调解组织外，县、乡镇两

级还整合综治、公安、司法、信访等多个部
门力量，设立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同时，加
强行业调委会建设，市、县两级成立了医
患纠纷调委会、 交通事故民事纠纷调委
会，基层法庭、公安派出所设了调解室。机
关事业单位、集贸市场、工业园区等也建
立了行业调解组织，形成纵向到底、横向
到边的调解组织网络。

在化解矛盾纠纷实践中，邵阳市不

断摸索出一批行之有效、具有本土特色
的做法。 如新邵组建3个流动调解庭，每
年安排100万元工作经费， 流动处置矛
盾纠纷，被群众称为“家门口的法庭”。
洞口借鉴群众工作站做法， 在县政务中
心设立矛盾纠纷接处窗口， 实行接访、法
律咨询、矛盾调处、法制宣传一条龙服务，
有效节约了行政资源。武冈、绥宁、隆回等
县市每年由县市级领导牵头， 组织调解

小分队到矛盾多发、 社情复杂的乡镇、村
组现场化解纠纷。

通过扎实开展大排查、 大调处，邵
阳市95%以上一般性纠纷化解做到了
“不出村”。 今年来，在人民调解专项活
动中， 全市共排查调处纠纷2.9万多件，
调解成功率达98.4%，涉及金额5.6亿元，
防止民转刑案件370件、群体性上访469
起、群体性械斗189起。

本报7月21日讯（记者 周怀立 通讯员
张书乐）近日，株洲市人口计生委、市计生
协组织的“惠民计生”宣传服务活动周启
动。 在活动现场，记者了解到，该市实行计
划生育33年来，少生人口140万，节约社会
抚养成本1000多亿元， 这相当于2009年
全市地区生产总值。

这些年来，株洲市还推出各项“计
生惠民”政策超过300项，惠及计划生育

群众近100万人。 一个由“奖、免、优、补”
等多种形式组合而成的计生惠民体系
已形成，广大群众普遍自觉实行计划生
育、优生优育。

为了让群众得到更多实惠， 近几
年，株洲市在落实国家规定奖励扶助政
策的同时，加大投入，提高奖励扶助标
准。 从今年起，该市独生子女保健费由
每年60元提高到240元、 特别扶助金由

每年1620元提高到3600元，每年有12万
余人次受益，受益总金额上亿元。

株洲市还不断加大优质服务力度，
增加服务种类。今年上半年，全市就
为2.6万多人提供了免费孕前优生
健康检查服务， 并为21.8万余人进
行生殖道感染免费普查。同时，通过
“爱心助孕”活动，为300余对不孕
不育夫妇实施免费义诊， 共计减免

各种费用36万余元。 目前，全市计生优
质服务已基本实现对育龄群众生产、生
活、生育全覆盖。

通讯员 刘小林 曹雄清 曹航
本报记者 李秉均

汝城县暖水镇巷头村是东江移民村和省级贫困村。 直到去
年，这里还是一个无水泥公路、无公共设施、无休闲场所、无产业
支撑的落后村，村民人均纯收入不到1500元。

然而，就在今年来短短半年多时间里，巷头村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像做梦一般，以前想都不敢想象。现在你们看，我们的
居住环境、生活水平一点也不比城里人差了。 ”村支书肖献才春风
满面地告诉我们。

为加快推进新农村建设，今年初，汝城县确定了一批新农村
建设示范点，县委常委每人联系一个点，巷头村是其中之一。县里
专门派出常驻村里的工作队，联系该村的县领导不分昼夜，只要
有空都要来察看督导、现场办公，每周至少3次以上。 在县镇村三
级努力下，半年间，该村面貌焕然一新。村内民房全部进行了贴瓷
砖、粉刷等立面改造，并新建了面积5000平方米的休闲广场、依
山小公园，进行了村内外绿化亮化改造，还新建了篮球场、羽毛球
场、乒乓球台等体育设施。 工作队员说，今年县里整合多项资金，
在巷头村实施了通村通组公路、休闲场所、美化亮化、农业产业等
各类项目12个，总投入达2000多万元。

肖献才一定要带我们到村里的马路上走一走。 他告诉记者，
村里今年修建了8条水泥公路，总里程达10.3公里，总投资669.5万
元，全村14个组全部通了水泥路，村民出行“晴天一身灰、雨天一
身泥”已成为历史。

行走在樟木成行、平坦整洁的马路上，不时看见两旁村民们在
悠闲散步，或嬉戏玩闹、下棋聊天。从温州打工回来的37岁村民肖应
祥告诉记者， 今年， 政府花了大力气， 引入外地客商在村里建立
1000亩优质茶叶基地，目前已建成300亩。全部投产后，这个基地可
实现年产值4000多万元、 年创利税1000多万元， 村民人均年增收
2200多元，“说不定，以后我就在家门口就业了”。 肖应祥开心地说。

本报记者 贺威
通讯员 刘辉煌 王星

他发动社会爱心人士募捐，帮
扶贫困家庭、学生180多个，总捐助
金额近13万元。 他就是入选2012年
度全国大学生年度人物200强，今
年被评为“娄底市优秀慈善志愿者”
的娄底职院藏族学生东知才让。

今年22岁的东知才让， 出生在
青海省尖扎县一个普通的游牧家
庭。 玉树地震，尖扎县是重灾区，他
从废墟中被挖出来， 却失去了最爱
的姐姐。

东知才让的家， 在爱心援助下
重建， 一颗感恩的种子悄悄播种。

“如果没有那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或
许会不一样吧。 ”东知才让说。

2011年9月， 东知才让考入娄
底职业技术学院财经贸易系财务管
理班。大学两年来，他没向家里要过
一分钱，寒暑假都在沿海打工，学校

图书馆、食堂、周边超市都有他勤工
俭学的身影。就这样，他一点点地积
攒学杂费和生活费，有时还给弟弟、
妹妹邮寄点生活费

2012年3月，娄底职院开展学雷
锋活动，东知才让作为志愿者来到了
新化维山小学。 孩子们对知识的渴
求，催发了那颗回报社会的种子。

2012年6月东知才让发起成立
“燃灯公益协会”， 为有需要的人提
供帮助。

东知才让的爱心付出得到了大
家的敬重， 娄底几十家爱心企业和
各界爱心人士纷纷与他联系， 爱心
汇成了“燃灯协会”前进的动力。

今年“六一”前夕，往毛家小学
送学习用品的途中，突然下起了雨，
有人打起了退堂鼓。 东知才让二话
不说，背上用雨衣裹好的学习用品，
和同伴们一起艰难跋涉6个小时，把
东西送到了孩子们手中。

一年来，“燃灯” 会员已发展到

100余人，社会爱心人士、外地高等
院校学子纷纷加入。

在娄底职院涌动的人群中，东
知才让搀扶熊宏的场景， 是一道风
景。熊宏是东知才让的同学，因先天
性小儿麻痹症导致手脚畸形。

来学校第一天， 东知才让就帮
熊宏把衣服全都洗了。两年来，在东
知才让的带动下，6名室友把熊宏打
水、买饭、洗衣服的活儿全都包了。
为熊宏搓背， 成了东知才让每天的

“必修课”。
同学们把东知才让当成了最好

的兄弟。 2012年3月，东知才让被推
选为学校民族文化传播协会首任副
会长。“56个民族是一家，我要让家
人相互了解更多。 ”东知才让说。

在他的组织下， 协会开展民族
文化艺术节，组织民族文化风情展，
介绍少数民族的服饰、 餐饮、 习俗
等。开展民族文化沙龙讲座、座谈会
等，让各民族学生很快就融入校园。

本报记者 向国生 廖声田 通讯员 彭长如

日前，桑植县蹇家坡乡召开村干部会议。 会前，燕落界村的安
大应手握一张印有“为人民服务”字样的‘干群连心卡’，高兴地
说：“想不到‘干群连心卡’这么管用，有困难一个电话就能把干部
请到地里来。 ”

事情从今年6月的一天说起。 这天，蹇家坡乡包村干部肖道国
接到村民紧急求助电话，说因秧苗出现病情引发纠纷，于是急忙
赶到事发地燕落界村张家坡组，由安大应带路，走到水稻育苗苗
床察看灾情，现场分析秧苗致病原因，然后现场调解，及时化解了
一场因喷洒除草剂不慎引发的纠纷。

为转变干部作风，让村民随时了解法律法规、惠民政策、致富
信息，干部及时掌握农村生产、矛盾纠纷、危房修建、产业发展、家
庭生活情况，今年4月以来，蹇家坡乡要求干部骑自行车下村包村
联户，分发“连心卡”，在田间地头为农服务、处理问题纠纷。 目前，
12个包村干部已向村民发送“连心卡”1500多张，为村民及时解决
问题、困难40起。

小小连心卡，架起了干群连心桥。 筲箕池村村委会主任尚立志
说， 村民尚道雄的地界纠纷10多年未解决， 包村干部罗元明5次上
门，苦口婆心，终于达成协议。 南门坡村支书罗元凤介绍，村里国土
开发项目小矛盾小纠纷不断，包村干
部谷旭东在村里一住10来天， 走东
家串西家，把问题一一解决。

本报7月21日讯 （记者 李寒露 通讯员 庞业文 王明义）日
前，临澧县安福镇侯某等人通过该县信访渠道，反映县二水厂不
按政策减免低保户水费问题。 县联席办经过研判，确定相关单位
存在违规行政行为，当即转交县水利局调查，随后对二水厂的违
规行为做出了整改。 这是临澧创新信访工作机制，采取“倒逼”工
作法促进依法行政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临澧县委、县政府把开展好信访工作与正在进行的“法
治临澧”建设结合起来，由信访部门对每月的信访情况分类汇总，对
涉嫌由行政行为引发信访的问题进行调查核实，根据存在问题的性
质， 由县联席办转交相关责任单位责令限期整改， 或移交纪检、监
察、司法机关处理，并将有关情况及时在县政府网站上予以通报。 这
一举措，强化了源头预防能力，减少了部分信访问题的发生，遏制了
重访和越级访的发生，提升了依法行政水平。 今年1至6月，该县信访
总量较去年同期下降37.6%；初信初访办结率达86%。

本报7月21日讯 （通讯员 向民贵 石泽玉
记者 乔伊蕾）“我们村至麻阳吕家坪镇路段的硬
化贯通工程已经开始扩建硬化了。 ”7月18日，泸溪
县石榴坪乡兰村村民刘克寿欣喜地告诉记者。

石榴坪乡兰村是一个有着5000多人的大
村，多年来该村通往外界的公路一直未硬化，尤
其是遇到自然灾害，年久失修，路基损坏严重，
“行路难” 严重制约了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当
地村民盼望能早日解决这一老大难问题。

今年初，为进一步增进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与怀化两地民族友谊，促进两地经济贸易快速
发展，打造“民族兄弟”路，泸溪县政府结合城乡
同建同治工作，吹响了村道水泥扩建硬化“集结
号”， 支持石榴坪乡1500余万元修建两条连接自
治州与怀化的公路，一条从泸溪石榴坪乡经兰村
至麻阳吕家坪镇，另一条从泸溪石榴坪乡经牛角
村至麻阳合水镇，总长22公里。 目前，已铺好了8
公里，全部工程预计将在今年底完工。

本报7月21日讯（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廖蔚佳
丁纪旭 罗婉）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醴陵办事处
最近启用一套智能化的“电子监管”系统，根据企
业诚信等级随机抽取，再派单到现场查验，抽检批
量从40%降到了20%， 出口货物抽检量减少了一
半，出口货物的商检效率提高了一倍。

醴陵是我省重要出口基地， 陶瓷和烟花等
产品的年出口总量不小， 这些产品在出境之前
都要经过严格的检验和检疫程序。 湖南出入境
检验检疫局醴陵办事处徐刚介绍说， 启用智能
化“电子监管”系统后抽检数量减少了，但并不
影响检验效果。一旦抽取的货物出现质量问题，
企业的诚信等级将自动下调， 货物的抽检率就
会大幅提高。

醴陵市商检部门目前已经遴选出一批产品
质量稳定、出口检验诚信度高的企业划入“绿色
通道”，数量从过去的9家增至29家，这一举措有
效提高了出口企业的交货速度。“丰德利瓷业”
总经理助理刘锡中对此称赞说， 如船期安排在
下周一上午，但工厂全部交货要到这周六，现在
进入了商检部门开辟的“绿色通道”后，交出的
货可以直接装箱，若是以前，唯一办法就是和客
户反复沟通请求延迟发货。

95%纠纷“不出村”

“计生惠民”百万人

邵阳

株洲

记者�� ��在基层

醴陵出口货物
商检效率提高一倍

泸溪打造“民族兄弟”路

巷头巨变

一卡连心

临澧信访“倒逼”
促依法行政

感恩，与学业同行

7月20日，长沙市天心区卫生局在坡子街火宫殿举办道德讲堂，邀请该店经理、厨师和服务员一起登台演
说，就创建文明餐饮建言献策。 本报记者 赵持 通讯员 阎伟奇 摄影报道

邵阳市 晴 25℃～35℃
湘潭市 多云 28℃～37℃
株洲市 多云 29℃～36℃

长沙市 今天,多云到晴天 明天， 晴天间多云
南风２级 28℃～37℃

张家界 多云 27℃～36℃

永州市 多云 27℃～36℃
衡阳市 晴 28℃～37℃
郴州市 晴 2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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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阳市 多云 28℃～36℃
怀化市 多云 27℃～35℃
娄底市 晴 27℃～36℃

吉首市 多云 25℃～35℃
岳阳市 多云 29℃～34℃
常德市 多云 26℃～34℃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3年 7月 21日

第 2013195期 开奖号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605 1000 605000

组选三 0 320 0
组选六 1178 160 188480

3 89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3年7月21日 第2013084期 开奖号码
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01313260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0
二等奖 136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6976187
2 217961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861
88845

1586008
9007333

52
2905
53718
281900

3000
200
1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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