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0月21日讯 （记者 王文隆
实习记者 叶竞博）今天下午，一本由长
沙市望城区大泽湖街道发放的“流动人
口免费服务证”， 送到了刚刚来这里务
工的安化县妇女李静手上，凭证就可享
受在当地落户、子女义务教育“一费制”
全免入学等10项待遇。“流动人口免费
服务证” 成了大泽湖街道上万务工、经
商流动人员融入当地的“通行证”。

去年以来，大泽湖街道发放“流动
人口免费服务证”，使流动人员均等享
受计生基本服务和子女教育、 社会保

障、购房租房、医疗卫生、便民维权、司
法援助等10项基本公共服务，同时还
依托一站式中心、站、点，搭建均等化
服务平台， 在街道国策楼建立流动人
口服务中心、 在社区流动人口之家建
立流动人口服务站， 在境内废旧物资
交易市场、 湖南商学院北津学院等流
动人口聚集地建立流动人口服务点。
流动人口公共服务窗口、 计划生育服
务室、悄悄话室、阅览室、影音教育室
和文体娱乐室等， 在流动人口服务中
心一应俱全。

本报10月21日讯 （李
礼壹 文小凤 杨军 ）近日，
益阳市教育局班子成员和
各区（县、市）政府主管领
导接受由党代表、 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纠风志愿者
特邀监察员、 群众代表组
成的民评观察团现场测
评。这是益阳市开展“民
生面对面、八诺心连心”活
动中的一个场景。

从今年5月底开始，益
阳市在与群众生产生活密
切相关的40个部门、 单位
开展“民生面对面、八诺心
连心”活动，着重解决群众
反映强烈的教育、医疗、住

房和食品安全等方面存在
的突出问题。“八诺” 是指
这些部门、 单位公开承诺
和改进作风、服务民生的8
个阶段，即科学定诺、公开
示诺、 扎实践诺、 暗访促
诺、现场问诺、民主评诺、
整改兑诺、 督查验诺。目
前，此项活动已进入“现场
问诺”阶段。市纪委、市监
察局负责人告诉记者，将
在11月底前对各部门、单
位按其服务质量、 群众投
诉情况、群众满意率、群众
反映问题整改落实情况
等，按类别综合排序，并在
当地媒体公布。

民生面对面“八诺”心连心

雨花区“拆违”势如破竹

10月 18日 ，
洪江市李家冲水
库 灌 区 渠 道 工
地 ，300 多 名 干
部、 群众在修复
水渠。最近，该市
开展 “千名干部
下基层， 十万群
众修水利”活动，
掀起了兴修水利
的热潮。

杨锡建 李林
摄影报道

本报10月21日讯（记者 贺威 段云行
通讯员 吴晔 ）近日，一场秋雨过后，涟
源市茅塘镇街道显得一尘不染。优美的
人居环境加上积淀已久的工业基础，为
小镇积聚了人气，吸引了一批茅塘籍老
板回乡兴业。 扫净家园再开门迎客，城
乡环境整治行动开展一年多以来，娄底
呈现出家园整洁城乡美的良好景象，也
为经济发展增添了活力。

去年7月， 娄底启动城乡环境整治
及建设工作4年行动计划，娄底市委、市
政府严格考评机制， 并开展了河道保
洁、养殖小区污染整治、农业面源污染
等多项专项治理，各村镇充分发动群众
参与， 群众支持率和满意率达到了
100%。

一年多来， 娄底全市乡村两级共
投入资金1.4亿元， 八成以上村建立了

保洁队伍， 做到了生活垃圾无害化处
理。全市发放农户垃圾桶50万个，半数
村实行了垃圾分类处理， 过去散落在
屋边 、田边 、路边 、水边的垃圾被彻底
清运， 农村年产88多万吨垃圾得到了
妥善处置。城乡整建与绿化娄底4年计
划联袂行动， 进一步改善了农村人居
环境。

环境卫生的巨大变化，撬动了经济

发展的杠杆。 冷水江禾青镇建起了商
业步行街，人气爆满。涟源茅塘镇在外
经商乡友募集1100多万善款支持家乡
打造魅力茅塘。 新化洋溪镇一栋33层
的综合大楼拔地而起， 房价飙升堪比
县城， 为新化小城镇建设添上了浓墨
重彩的一笔。 双峰荷叶镇灰墙黛瓦的
晚清风貌建筑街， 为曾国藩故居游平
添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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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环境整治带旺人气娄底

◎责任编辑 刘凌 实习版式编辑 张杨◎

本报10月21日讯 （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彭凤华 张波）“两个黄鹂鸣翠柳，
一行白鹭上青天”。诗圣杜甫描绘的景象，
如今在新晃侗乡随处可见。新晃提供的调
查报表显示，目前当地共发现兽类、鸟类
及两栖类动物300多种，毛冠鹿、豪猪、麝
羊、鼬獾、娃娃鱼等20余种珍稀动物重回
青山碧水间。

近年来，新晃侗族自治县围绕“建设生
态宜居家园”的目标，狠抓植树造林和依法

治林。以水边、路边、城边“三边”绿化为重
点， 大力开展全民绿化活动。2010年至今，
全县共完成“三边”绿化13.7万亩，干部职工
义务植树150多万株，新增公益林补偿面积
15.95万亩。目前，全县公益林补偿面积已达
40.33万亩。同时，每年投入1100多万元，以
国省道沿线、大中型水库、主要溪河两岸和
坡耕地面积较大、 水土流失较严重地区为
主战场， 积极开展退耕还林， 还林面积达
14.1万亩，并实施长防林工程造林2万亩。

新晃还出台并完善林地管理制度、林木
采伐管理制度、木材运输监管制度、林政管
理责任追究制度等，对全县森林实行限额采
伐，注销木材经营加工单位30个。同时，加大
野生动植物保护力度，狠抓野生动物疫情
疫病监测工作， 全面加强野生动植物就
地、迁地保护管理，积极引导开展野生动
植物驯养繁殖，不定期对农贸市场、餐馆
进行检查，查处经营野生动物行为。

目前，新晃有林业用地158万亩，森

林覆盖率达69.07%，跻身全国封山育林先
进县、全国生态示范县行列。随着山林资
源得到良好保护和发展，新晃也成了野生
动物的乐园。

百万亩山林变动物乐园新晃

邵阳市 阴转多云 14℃～20℃
湘潭市 多云 15℃～24℃

张家界 阵雨转阴 15℃～18℃
吉首市 小雨转多云 12℃～18℃
岳阳市 多云 15℃～23℃

常德市 多云 13℃～21℃
益阳市 多云 15℃～23℃

怀化市 阵雨转阴 13℃～18℃
娄底市 多云 13℃～22℃

衡阳市 多云 17℃～23℃
郴州市 多云 15℃～21℃

株洲市 多云 16℃～24℃
永州市 多云 15℃～21℃

长沙市
今天阴天到多云，明天多云
北风 ２～3 级 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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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21日讯（记者
陈永刚 王晗 通讯员 罗玲）
日前，雨花区最大的违章木
材市场———莫家坳木材市
场基本拆除完毕。截至10月
中旬，雨花区已拆除违法建
筑683处共计71万平方米，
年内还将拆除29万平方米
违法建筑。

近年来，地处长沙东城
的雨花区商业贸易发展迅
猛，历史原因使雨花区成为
非法仓储聚集地。“7·2”火
灾事故后，雨花区委、区政
府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决心
强力开展“百万大拆违”行

动， 计划在年内完成拆违
100万平方米的目标。 为争
取群众理解支持，该区通过
召开村民组长会、骨干动员
会、 违章户动员会等方式，
与群众面对面交流，化解矛
盾； 党员干部率先自拆，为
群众做榜样、带好头，有力
助推了“百万大拆违”行动。

在违法建筑拆除后，雨
花区加快重大项目、标准仓
储基地和社区公园绿地建
设。 全区共铺排161个亿元
以上项目，致力于打造中国
中部现代服务业中心，迅速
掀起新一轮发展热潮。

大泽湖流动人口享多重免费服务

益阳40个部门单位
真心解民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