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1月17日讯（记者 沙
兆华）近日，记者在沅江市三眼
塘镇三眼塘村看到， 该村第四
季度的农村低保对象为51人，
较第一季度91人减少了40人。
村民政专干陈德辉表示：今年4
月，该村实施了社会救助“阳光
工程”，对家庭情况好转的进行
了清退； 对可以享受五保供养
的，进行了转保；死亡的给予了
注销。

今年， 沅江市加大了农村

低保动态管理的力度，要求实现
动态管理下的应保尽保，更要实
现应退尽退。从4月开始，全市全
面清查了关系保、人情保、错保、
漏保等一系列不合理的低保现
象，净化低保对象群体，切实保
障困难群众的根本利益。经过召
开村民民主评议会，重新审核评
定， 公示听取群众意见等方式，
至今年9月底， 全市最终确定动
态管理下的低保对象 9350多
人，挤出2018人的“水分”。

沅江“晒”社会救助名单
2000多名不合理对象被清理

本报11月17日讯（记者 李
国斌）今年初，国内首座无专人
管理的公益图书馆在浏阳市诞
生。今天，图书馆的创立者陶功
财、 陈丽华夫妇在北京青少年
阅读体验大世界举行推广会，
图书馆无人管理、诚信借阅、公
益运转的模式，获得众人好评。

去年底， 陶功财通过微博
汇集网友的力量， 在浏阳建起
小鬼当家图书馆，并于今年1月
12日开放。 图书馆主要面向孩

子，读者无需办证，只需简单登
记，即可自由借阅图书。运转10
个月来， 借阅图书的读者越来
越多，尽管无专人管理，但是图
书不减反增，从当初的2000册
增加到了4000多册。

陶功财、 陈丽华每周都举办
各种各样的阅读活动，培养孩子
们的阅读兴趣、责任感和公益习
惯，得到许多家长的认可和孩子
的喜爱。据悉，小鬼当家图书馆长
沙分馆和浏阳分馆正在筹备中。

本报11月17日讯 （通讯员 钟毅刚
曾文杰 记者 李寒露） 记者今天从汉寿
县效能办获悉， 经20多天网上投票，该
县“百名股长万人评” 网络投票结果揭
晓， 县公安局治安大队龚小朋以5131
票、97.44分获此轮考评第一名。

今年初，汉寿县委以作风建设为契
机，开展了以“向群众承诺、请群众评
议、让群众满意”为主题的“百名股长万
人评”活动。该县把与经济社会发展、民

生改善联系密切的 36个县直单位的
108名股长（室、队、所、站负责人）选定
为评议对象，交由社会各界评议。评议
采取日常评议、 网络投票和集中评议3
种形式进行，评议内容主要是“百名股
长”及其负责的科室依法履职、依法行
政与服务态度、办事效率、工作作风、廉
洁从政情况等。

评议对象满意、基本满意率在95%
以上且排名前10位的， 汉寿县授予

“先进个人”称号；满意、基本满意率低
于85%且排名在倒数3位的予以免职，
两年内不得提拔重用。县委书记谭本仲
表示， 要通过这次活动评出机关好作
风，评出服务高效率，评出党员干
部新形象。

“百名股长万人评”活动在汉
寿县引起强烈反响。

汉寿县委借此整顿干部作风、
优化服务，开展了专项整治行动和

“一把手”公开承诺践诺活动。已有37名
干部、9个单位受到通报批评，18名干
部被立案查处，其中16人受到党纪政纪
处分、5人被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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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多云转晴 8℃～20℃
湘潭市 晴 5℃～19℃

张家界 晴 8℃～24℃
吉首市 多云 8℃～20℃
岳阳市 晴 10℃～19℃

常德市 多云转晴 8℃～18℃
益阳市 晴 8℃～19℃

怀化市 多云 8℃～22℃
娄底市 多云转晴 7℃～20℃

衡阳市 晴转多云 9℃～20℃
郴州市 多云 9℃～19℃

株洲市 晴 8℃～19℃
永州市 晴 9℃～21℃

长沙市
今天晴天到多云，明天晴天到多云
北风 ２ 级 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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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亚平

要护江豚， 必先护渔业资
源。枯水季节，渔民违法电鱼活
动猖獗， 黑手竟然伸到了岳阳
市、县渔政码头前。11月15日凌
晨， 我带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
志愿者江科明、 徐沐辉及长沙
环保家@大雁去迁徙，截获了2
条电鱼船和4个违法渔民。

1时30分， 我们秘密下湖，
直走长江。至楼西湾、渔政码头
对面，忽然大雾弥漫。但江科明
不愧是洞庭湖“活地图”，浓雾
之中，驾船寻觅，游刃有余。

2时许，突然，徐沐辉轻唤：
“电鱼船！” 手指的方向出现一
条电鱼船， 竹竿上绑着长长的
电极， 伸入湖里， 所有水生生
物，只要碰到，或死或伤。

我们加速靠近， 强光手电突
然亮起，电鱼人呆了。问清情况，
我们留沐辉一人看着， 又循声追
击下一条。截获后带给沐辉看管。

沐辉一人控制两条电鱼
船，我们继续追寻，诸船逃走。
其时是2时20分。

我打岳阳县渔政负责人电
话，请求前来执法，不通；打114

查号，称无渔政值班电话；打岳
阳市渔政站书记卢益卫电话，他
答应马上起床，调车、调船增援。

3时50分，渔政船到。执法
人员上渔船拍照，问话。4时，大
病刚愈的卢益卫到。

我问卢益卫： 为什么在渔
政眼皮子底下还有电鱼？ 常说
24小时值班， 为何今晚无人值
班？近在咫尺，为何打电话后一
个半小时才到？去年江豚协会截
获54条电鱼船交渔政，都在哪？
民间组织要结果。卢答应回复。

4时30分，人船押走。我们
也撤。时鸡鸣月落，星斗满天。

汉寿“百名股长万人评”

本报11月17日讯 （记者 向国生
廖声田 通讯员 黎治国 ）近日，记者在
桑植县产烟大乡人潮溪乡烟站发现，
一个有300多网友的烟农QQ群竟帮了
烟叶收购大忙。在桑植蔬菜、烟叶、油
茶、 养殖等农业产业中， 山区农民以
QQ和微信为平台，借“群”增产增收。

在人潮溪烟站， 县烟办主任汪正

鄂为记者翻阅聊天记录，“烟农娘家”
QQ群里提问的、鼓劲的、解惑的，随时
在更新。 他说，QQ群里不仅有产业管
理人员、技术人员、种烟大户，还有一
些励志行业的专家学者， 已成为为烟
叶工作提供服务和信息交流的平台，
快捷高效。“你唱我和， 积极性高涨。”
乡烟站站长蔡家国介绍， 原来一天只

收得几千公斤，在QQ群里倡导PK竞赛
后，每天能收两万多公斤。

在桑植， 烟叶、 蔬菜等基地里的
集群烤烟房和连片大棚内，“群”作用
彰显无余。通过QQ和微信随时召集，
以群为单位，技术和咨询专家随时现
场授业解惑，农民得到最实惠的技术
指导。

“群” 已经渗透在桑植各个产业
中，县农业局局长向劲松介绍，下发通
知、传达信息，交流经验，“群”不仅大
大降低了会议、培训等行政成本，而且
促成了比学赶帮超的产业发展氛围。
目前全县有各种QQ和微信产业群10
多个，网友达3300多名，“群”内农民今
年可增收800余元。

桑植农民借QQ群增收 渔政码头前有人电鱼

浏阳小鬼当家图书馆北京获推广

11月16日，花垣县花垣镇曹料村，苗、汉群众在体验打糍粑的乐趣。当天，该县举办打糍粑比
赛，组织苗、汉群众共同参与，使这一苗族民俗活动变成民族团结的纽带。 张耀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