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2月3日讯 （记者 李
秉钧 通讯员 曹碧波 段祥国）
12月3日，记者从郴州市苏仙区
获悉， 该区西河沙滩公园被国
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授予“中
国人居环境范例奖”。该奖是我
国人居环境建设领域最高奖。

西河沙滩公园是湘江流域
（西河）重金属污染治理项目之
一。2011年以来， 苏仙区投资

1.3亿元，在原尾砂矿闭库区域
进行生态修复， 修建了西河沙
滩公园， 包括2个休闲健身广
场、2个沙滩游乐区、1个生态停
车场，还建成游道8公里，栽种
南竹6万株、乔木1万株、球类植
物2万株，建草坪20万平方米，
矿区绿化覆盖率达70%以上，
实现了重金属污染区二次开
发、有序利用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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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晴 5℃～20℃
湘潭市 晴 3℃～18℃

张家界 晴转多云 6℃～21℃
吉首市 晴转多云 7℃～19℃
岳阳市 多云 6℃～17℃

常德市 晴 5℃～16℃
益阳市 多云转晴 6℃～18℃

怀化市 晴转多云 7℃～19℃
娄底市 多云 6℃～18℃

衡阳市 多云 6℃～19℃
郴州市 多云 6℃～22℃

株洲市 多云转晴 5℃～20℃
永州市 晴转多云 7℃～20℃

长沙市
今天晴天，明天多云。
北风 ２ 级 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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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名专栏

老百姓的��故事

本报12月3日讯 （记者 朱章安 通
讯员 李英姿 邓润青）近日，衡阳市雁峰
区湘江乡奇峰村村部前坪的公开栏里，
整整齐齐张贴着今年1至10月该村7个村
民小组的财务账， 每月收支情况一目了
然。村委会主任戴四清告诉记者：“今年我
们实行‘组账村代管’，每笔资金进出均由

村里审核，并采用电脑管理。这样，各组的
账目更明白，村民也更放心了。”

近年来，随着城市建设加快，雁峰区
城郊村村民小组“三资”（资产出让、土地
出租、征用补偿）收入蹿升，村民小组集
体经济不断壮大。 由于组级财务缺乏有
效管理，“糊涂账”、挪用资金等现象时有

发生，群众对此意见颇大。为此，雁峰区
从今年初开始，推行“组账村代管”， 村
（管区）对组实行资金“双监控”，即由各
村（管区）在银行统一开设“组账管区代
管专户”，各村（管区）以组为单位对银行
存款实行分户核算， 支票和印鉴分开管
理。村民小组相关经济业务发生后，组长

审批签字， 报账员统一将报账票据送组
账代管中心进行审核， 获批后方可进行
报账。

雁峰区21个城郊村180个村民小组
全部推行“组账村代管”以来，财务公开
了，组民放心了，干群关系融洽了，全区
实现组级财务问题“零上访”。

本报12月3日讯（记者 王晗 通讯员
夏晓波）今天，记者从长沙市雨花区人大
常委会了解到，经多方协调，停滞3年多
的区重点工程、 区人大重点督办件———
石坝路项目终于确定施工方案， 年底可
望动工建设。 雨花区第四届人大常委会
以“项目推进雨花行”活动为抓手，主动
作为，有效助推全区项目建设，开创了人
大工作的新篇章。

今年7月以来，雨花区人大常委会针

对项目建设中拆不动、建不快、管不顺的
问题，以督促、检查为手段，确保民生改
善项目、 基础设施项目和产业发展项目
顺利推进。

区人大常委会成立了以主任龚景顺
为组长的课题调研组，通过座谈、观察、
走访，深入调研项目建设现状，形成了以
“算清账、优环境、解难题”为主要建议的
调研报告。算清账，即既算筹措建设资金
所要支付的大额利息和无法估算的延期

过渡费等经济账，也算因项目进展缓慢，
影响政府公信力、 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
等政治账；优环境，即适当简政放权，优
化制度流程，使政策更合理、实用，更好
操作；解难题，即保证全区拆迁安置
政策“一盘棋”，不让先拆者吃亏，不
让阻碍项目者得利。

调研组及时制定活动方案，精
心组织，经过4个月的强力推进，列
入活动实施方案的四大困扰发展、

久拖未决的“硬骨头”全部攻破：沙湾
南路全线贯通，东塘支路完成拆迁，石
坝路项目成功启动， 公卫大楼建设步
入快车道。

本报记者 贺威
通讯员 肖展发

一身土黄帆布衣， 一把长
伞钩在后领， 瘦小的身影沿着
铁路线渐渐远去。日前，龙福春
老人受邀给村民作完十八届三
中全会精神解读报告， 他这个

“经典”的背影又一次出现在双
峰县洪山殿镇老百姓眼前。

今年66岁的龙福春，退休
后回到老家洪山殿镇新边村当
起了农民。他把农舍取名“恒聚
书报屋”， 把30多年收藏的近
10万份书报免费提供给乡亲
阅读。近日，他的家也被中国报
业协会集报分会授予“集报之
家”荣誉称号。

走进龙福春的集报房，自
制的木柜里， 每一册报纸都由
他亲手装订， 装订水平不亚于
专业图书馆。“集报整理难、收
藏难、系列报纸特色报收集难。
要有恒心聚集才能有所得。比
如防潮、防虫、防晒，就很有讲

究。原来少房少柜，损坏了不少
报纸。”龙福春有些遗憾。

国内几大主流报纸关于党
的十八大、 中国共产党成立
９０周年、十七届七中全会、北
京奥运、香港回归等专辑，在这
里都能找到。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0周年，《人民日报》先后出版
了90个版的特刊，龙福春花了
半年多时间，总算集齐了。

在这里， 记者见到了一份
《湖南日报》“辉煌湖南” 特刊，
有96个版。“这个报纸好啊，详
尽展示了我省各地改革开放以
来取得的辉煌成绩，我找了50
多人都没有收齐， 最后托一位
在长沙的老友才收齐了一份。”
龙福春抑制不住高兴。

集报、读报、写读报心得已
成为龙福春日常生活的重要部
分， 每天龙福春要花两小时读
报。“给乡亲们宣讲党的政策，
一天不读报就跟不上形势了。”
龙福春说。

本报 12月 3日讯 （记者 陈永
刚 ）从12月1日起，长沙市开展村干
部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工作，
重点对集体土地征用补偿费进行
专项审计。

此次审计突出抓好村干部任期
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本村五分之
一以上村民要求进行经济责任审
计的， 将及时安排审计。 审计过程
中， 要广泛听取村民意见， 吸纳村
务监督委员会成员、村民代表等参

与。 村民对审计结果有异议的，可
通过村务监督委员会要求审计单
位作出解释说明。审计报告和结果
报送乡镇党委、乡镇政府备案。

在审计中查出被侵占的集体资
产和资金， 要责成责任人如数退
赔；涉及国家工作人员及村干部违
规违纪的， 移交纪检监察部门处
理；对于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移
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当事人刑事
责任。

长沙对村干部进行审计

重点审计土地征用补偿费
苏仙区西河沙滩公园

获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

雨花区人大强力推动项目建设

雁峰区“组账村代管”群众放心

12月1日，长沙市天心区坡子街文庙坪社区，50多名来自湖南师大、长沙民政学院
的志愿者与残疾人共同纪念第22个国际残疾人日。 本报记者 刘尚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