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月23日讯 （记者 王茜） 1月
21日上午， 望城区委、 区政府在格塘镇
敬老院召开了扶贫济困表彰暨春节走访
慰问活动会议， 全面铺开“进万家、 送
温暖、 解难题” 春节走访慰问活动。

据悉， 这次春节活动慰问资金总额
达1150万元， 慰问对象在1万户以上，
重点特殊困难对象慰问标准达2000元。

其资金之多、 范围之广、 力度之大， 前
所未有。

2013年初， 望城区委区政府一号文
件 《关于加大困难群众帮扶力度， 推动
扶贫济困工作常态化的决定》， 将推动
扶贫济困常态化工作列为头等大事来
抓。

去年， 望城区民生支出和财政对民

生项目的保障到位率居全省第一， 在低
保、 住房、 教育、 医疗、 养老、 就业等
方面对困难群体的投入达3.4亿元。 新建
廉租住房、 公租房2643套； 完成棚户区
改造1600户； 完成农村危房改造210
户； 重点援建100户农村特困家庭春节
前入住新居； 资助贫寒学子8972人； 免
费职业培训、 创业培训4193人； 举办残

疾人、 农民工、 大学生等专场招聘会14
场； 成功帮助3068名就业困难对象找到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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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晴 9℃～19℃
湘潭市 多云 8℃～20℃

张家界 多云 4℃～19℃
吉首市 多云 7℃～18℃
岳阳市 多云转晴 8℃～19℃

常德市 晴 5℃～20℃
益阳市 晴转多云 8℃～20℃

怀化市 多云 9℃～19℃
娄底市 晴 4℃～18℃

衡阳市 多云 10℃～20℃
郴州市 晴转多云 7℃～22℃

株洲市 晴转多云 8℃～19℃
永州市 多云 9℃～21℃

长沙市
今天，晴天，明天，多云
南风 2~3 级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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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23日讯（记者 肖军 通讯员
金中平 周晓鹏）1月21日，在溆浦县推进

“两个加快”3年行动绩效综合考评集中
述职测评会上， 负责现场抽签的县纪委
常委、办公室主任郑子勇，从4个装满单
位名的箱子中， 随机抽出10个现场述职
的单位。 没想到的是，他把自己单位也抽
了出来。 同被抽中的卢峰镇的党委书记
李翔说：“这种办法好，公开透明，让人服

气。 ”
去年8月， 溆浦县根据当地实际，制

订了推进“两个加快”3年行动方案，细化
了年度目标任务。 秉着客观、公正、公开
原则，建立量化考评、民主测评、部门互
评、综合定评“四评考核法”，对全县43个
乡镇、105个县直单位，进行综合考评，主
要考评各单位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指
标、县中心工作等情况。 年度考评不合格

的单位党政主要领导一律免职。
为保障考评公平、公正进行，在集中

述职测评中， 溆浦县从全县范围内选取
了166名县党代表、县人大代表、县政协
委员及老干部代表、效能优化监督员、村
和社区代表，以及重点项目、企业、工商
联代表参加测评， 其评分结果按10%的
权重计入综合考评总分。 参加完测评后，
县效能优化监督员、 乐园竹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梁育勇说：“这种实打实的测评，
不仅体现了县委、 县政府抓经济发展和
环境优化的决心， 也评出了干部的好作
风、部门的好效率。 ”

自“四评考核法”推行以来，溆浦县
广大干部职工干事创业热情高涨。 去年，
全县完成社会固定资产投资74.5亿元，实
现地区生产总值114.44亿元， 比上年分
别增长21.9%、9.0%。

溆浦年终考评实打实

（紧接1版） 这是他就任长沙市委书记半
年来第15次利用节假日下基层。

在长沙市，领导干部下基层、调查研
究成常态。 不管是节假日，也不分白天黑
夜。 雨花区委书记周杏武连续10次上拆
迁钉子户做工作，7次在晚上。

在长沙市，所有领导出行、调研、下
基层，不搞层层陪同，一律轻车简从。

在长沙市，“有错无为皆问责”、“不
换状态就换人”。 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
署，贯彻落实雷厉风行、立说立行，从来
没有也不允许拒不执行和变相不执行。
政治品行过硬、敢抓敢管敢担当、干事成
事不出事的干部才受推崇，受重用。

在长沙市，各条战线，各个部门，没
有“一线”与“二线”之分，没有“主角”与
“配角”之别。 全市上下一条心，一起上，
一块干。

……
这就是实力，这就是底气，这就是本

钱！

抓干部队伍作风建设，
要动真格敢碰硬

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委“九项规定”
出台后， 长沙市及各级各部门根据各自
实际，制定了进一步细化、量化、强化的
具体措施和规定， 而且贯彻落实有硬性
约束，有责任制度，有监督检查，有惩戒
举措。

市委专门制定出台了《关于切实改
进机关工作作风的规定》，对机关干部的
行为作出严格规范：不准吃请受礼，不准
工作日中餐饮酒；杜绝索拿卡要，不得以
各种理由敷衍、刁难服务对象；严禁打牌
赌博， 严禁以各种名义组织公费旅游和
休闲度假等等。 这就是底线， 谁碰谁受
罚。

去年， 全市针对重点对象、 重点场

所、重点时段密集开展督查和暗访100余
次， 发现和纠正作风方面的问题350多
个。

市公安局，集中整治“庸、懒、散、乱、
虚、奢”等六责问题，查处违反纪律作风
案件28起。 市城管局，共查处作风案件8
起，处理处分2人。 岳麓区，全年查出作风
建设方面的问题56个，诫勉谈话16人，通
报批评13人次，党纪政纪处分7人。 芙蓉
区，对上班玩游戏、迟到、不在岗等现象
的相关单位和责任人给予批评教育和处
理……

动真格，敢碰硬，力度空前，效果明
显。

去年12月6日，市委专门召开全市作
风建设工作会议， 原原本本通报省委督
察组在长沙各地的督查情况， 要求针对
出现的反弹和遗留问题，以踏石留印、抓
铁有痕的作风，一条一条兑现，一项一项
落实，一件一件整治。

随即，对“三公”经费方面存在的问
题，市纪委会同公安、财政、机关事务局、
广播电视台等单位，不定期深入学校、饭
店、宾馆、茶楼、休闲山庄、私人会馆、娱
乐健身场所等重点、疑点场地，不到7天
开展了5次集中暗访， 发现3起公车接送
学生上学的行为，立即严肃查处。

接着， 市委组织部会同市纪委等部
门，抽调20余人，组成4个暗访组，对中午
提前就餐、上班吃零食、未设工作人员去
向牌、迟到早
退、窗口工作
人员脱岗、上
班时间玩网
络游戏等，进
行了严肃查
处和通报批
评。

同时，全

市对31个党政机关楼堂馆所项目作出停
批停建处理，其中6个批准的项目停止办
理手续，23个立项项目停止办理可研批
复，2个批复可研的项目停止建设。 全市
共 腾 退 办 公 用 房 2121 间 ， 面 积 达
55934.16平方米。

10天后的12月16至18日， 省委督查
组再次到长沙督查， 评价长沙市停止新
建楼堂馆所和清理办公用房工作“认识
高，行动快，监管严，效果好，动了真格，
走在了全省前列。 ”

干部队伍纯洁了，
才能有效提升本领

看作风，首看服务意识。 岳麓区推行
“三服务”一线工作法，要求领导干部带
着感情、扑下身子、深入一线，服务基层
组织，服务项目企业，服务人民群众，并
形成了一整套制度， 受到服务对象的高
度赞扬。 心里装着群众，装着基层，装着
服务对象， 才会想到并推行这样的工作
法。

看作风， 也看服务效率。 作为雷锋
家乡的望城区， 搭建“雷锋580” 服务
救助平台， 对所有求助， 立即援手； 各
个部门， 共同携手， 创造了帮助群众的
高速度和零放弃。 芙蓉区火星街道共55
名在编干部， 开创了“3分钟到位” 的
工作圈： 街道2.76平方公里范围内， 得
到群众需求信息， 干部必须3分钟赶到

现场或给予回复。
看作风，更看服务质量。 长沙市已建

成四级群众工作网络，实现183个乡镇街
道和1854个村、 社区及市直各部门群众
工作全覆盖。 选派了1.5万名干部直接进
社区、进村驻组，要求做到“八有”：有办
公地点、有电话、有公示牌、有上墙展牌、
有工作日志、 有工作台账、 有考勤登记
表、有意见反馈箱；按“七步”流程开展工
作，即沟通、走访、记录、分析、研处、反
馈、评价。 不放过任何细节，不漏掉一个
环节，服务质量自然高。

看作风， 终究看服务态度。 长沙市
将全市6000多名各级干部的办公电话、
常用手机和办公地点等信息， 在市、 县
媒体集中公布， 向广大群众亮明态度：
任何需求可随时联系。 城管曾经被人们
一度误解， 但长沙城管近段却越来越被
群众称赞和理解。 一个小事可解其密
码。 湖南师大马路边， 曾经时常有小摊
小贩占据， 造成诸多不美和不畅。 但旁
边有条桃子湖路， 无拥挤现象， 也不显
露。 岳麓区城管执法大队便根据群众要
求和现场实际， 创造性地、 人性化地在
桃子湖路上辟出临时规范摊位， 满足了
买卖双方群众的需求。 这种完全为群众
着想， 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态度， 自然赢
得群众的尊重和赞扬。

1月23日，书画家在为老红军书写对联。 当天，长沙市芙蓉区东湖街道滨湖社区联合神农茶都工作人员来
到省军区东湖干休所，开展慰问老红军暨书画联谊活动。 他们组织6位老书画家为老红军书写春联，送去新春
的祝福和温暖。 本报记者 郭立亮 摄

◎责任编辑 刘凌 版式编辑 李妍◎

本报记者 陶小爱 施泉江 通讯员 王强 黄筠

1月23日， 农历小年前一天， 长沙市开福区清水塘
街道一场“邻里宴” 让整个街道流淌着爱的温暖。

中午十一点半， 清水塘街道居民带着自己精心准备
的特色菜， 从四面八方汇集在社区公园， 用学生课桌拼
成的宴席呈一字形， 一排排摆得井然有序， 桌子上铺着
鹅黄色绒布， 桌上的菜肴形形色色， 是“邻里宴”， 也
是“百家宴”。 家住炮后街73号的张元瑞带来了“下岗
牌臭干子”， 张元瑞介绍说， “下岗牌臭干子” 是从企
业下岗的儿子独创的品牌， 儿子靠它撑起一个家， 送女
儿读完大学； 彭水莲从浏阳来， 租住清水塘才一年， 她
送来自己亲手烹制的豆辣鱼； 家住福康里13号的贺映芳
带来了自己制作的“笋子炒肉”， 贺映芳连连埋怨自家
老头听电话弄错了， 来不及拿出自己的招牌菜， 匆忙中
只做了一个菜。 落户街道的金太阳、 三和大酒店、 华盛
泰酒店也纷纷送上了自己的特色菜。 左邻右舍来了， 困
难群众来了， 外来打工人员来了， 整个公园里欢声笑
语， 热闹非凡， 满桌的美味佳肴让人不知从哪儿下筷，
所有认识的， 不认识的仿佛相识已久的老友， 送祝福、
拉家常， 亲情满园。

在长沙打工的刘大哥抹着眼泪说：“多年没回家过
年， 今天在这里感受到了家的温暖与幸福。” 66岁的残
疾老人应宣恩兴奋地说： “我三岁得小儿麻痹症， 63岁
孤守在家， 父母去世后， 一直一个人过年， 今天， 我跟
大家过年， 有年的气氛， 享受到了年的欢乐！” 应宣恩
还与红十字会签订捐遗体器官来回报社会的关爱。

“邻里宴” 是清水塘街道精心策划的一个“崇德向
善、 邻里守望” 送温暖活动。 清水塘街道工委书记范晓
军说： “出入相邻、 守望相助， 我们借此活动， 营造一
个温馨、 亲切、 融洽的邻里氛围！”

梅溪湖又成美丽灯海
本报1月23日讯（记者 陶小爱 通讯员 王颖 文艳）

今天晚上，随着“天马行空”、“蘑菇丛林”、“美人鱼”、“功
夫熊猫” 等灯组渐次亮灯，2014梅溪湖国际灯光节暨元
宵灯会大幕开启，梅溪湖又成美丽灯海。

今年的灯会围绕“创造、创新、创意”三大主题全面展
开， 期间穿插进行的创意灯光作品展、3D楼宇投影创意
秀、国际新春庙会、环湖体验式花车巡游、情人节特别活
动等，旨在营造梦幻、喜庆、浪漫的节日氛围，让市民和游
客体验一种全新的过年方式。

本次活动由长沙大河西先导区管理委员会主办，岳
麓区人民政府等协办，梅溪湖投资（长沙）有限公司、金茂
投资（长沙）有限公司承办。 近50组集聚国际最前沿时尚
元素的创意灯光作品， 为广大市民和游客呈现一场视觉
盛宴。 今年所有灯光以LED节能灯为主。 同时，部分作品
采取了租赁、修复的形式。

为体现“马”年的主题元素，主办方特意制作了多组
标志性创意灯光作品，如“天马行空”、“马到成功”、“马踏
飞燕”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位于活动主会场西片区
规划展示广场的大型仿真灯组“八骏图”。 该作品以著名
国画家徐悲鸿的代表作《八骏图》中的八匹形态各异的骏
马为创作原型，由仿真材料构成，真实还原出八骏飞奔的
壮丽景象。

曾在英国伦敦街头展出、大受好评的“侏罗纪恐龙乐
园”也来到了梅溪湖，几只仿真材质的恐龙不仅造型高大
逼真，动感十足，还能与孩子们互动。

据悉， 本次创意灯光作品主要分布在梅溪湖国际新
城范围内的西片区规划展示广场、 银杏公园、 桃花岭景
区、 祈福大道、 梅溪湖西侧水域及片区内各大售楼部附
近。大家在欣赏华美的灯光作品的同时，还可以通过手机
扫描作品二维码，互动参与优秀灯光作品评选活动。

梅溪湖国际灯光节暨元宵灯会将延续到2月16日。

长沙县给困难群众
发过年红包

本报1月23日讯 （记者 陈永刚 通讯员 鞠文霞） 春节期
间， 长沙县集中开展干部直接上门慰问困难群众活动， 全县
将慰问2.8万余户困难群众， 慰问活动资金总规模达2462万余
元。

长沙县今年春节的慰问对象分为四类： 一是重度困难家
庭， 包括年度内患大病家庭自付医疗费4万元以上的低保家
庭； 年度内患大病家庭自付医疗费8万元以上的困难家庭； 家
庭中有两个残疾人或重病患者以上的困难家庭； 计生失独家
庭中的非常困难家庭； 其他原因造成生活非常困难的家庭。
二是中度困难家庭， 包括家有残疾人的生活困难家庭； 计生
失独家庭中的困难家庭； 年度内患大病家庭自付医疗费2万元
以上的低保家庭； 年度内患大病家庭自付医疗费5万元以上的
困难家庭； 家有重病患者的困难家庭； 其他原因造成生活比
较困难的家庭。 三是一般困难家庭， 包括基层老党员、 离职
基层干部、 计生失独家庭、 退伍军人中的生活困难家庭； 除
重度、 中度困难家庭以外的其他困难家庭。 四是政策性慰问，
包括全县重点优抚对象和城乡“三无人员”。

潇湘源水利风景区
建设启动

本报1月23日讯 （记者 邹仪 通讯员 唐建国） 1月
22日上午， 湖南潇湘源水利风景区管理局在江华县水
利局正式挂牌， 这标志着湖南潇湘源水利风景区建设全
面启动提速， 也标志着江华县在打造“神州瑶都、 生态
山水名县、 旅游度假休闲胜地” 的征途上迈出了关键的
一步。

近年来， 为打造旅游领军品牌， 推进水生态文明建
设， 从2012年开始， 江华县充分利用该县纳入“大湘
西生态文化旅游圈” 的契机， 着手潇湘源水利风景区的
建设、 申报工作， 大力加强景区基础建设， 先后编制了
《潇湘源水利风景区规划 （纲要）》， 并顺利通过专家评
审， 于2013年10月15日获批第十三批国家水利风景区，
永州市政府于2013年10月20日正式批准成立湖南潇湘
源水利风景区管理局。 按照职能设定， 湖南潇湘源水利
风景区管理局主要负责本景区的管理、 保护、 开发、 利
用， 辖区总面积287平方公里， 主要由潇湘源滨河风光
带、 涔天河水库旅游度假区、 黄龙山原始森林区和大龙
山生态旅游区四部分构成， 是生态景观、 自然景观、 人
文景观、 瑶族文化、 资源相结合的综合观光景区。

望城民生支出全省领先

“邻里宴”
吃出一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