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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多云 16℃～23℃
湘潭市 多云转阵雨 18℃～26℃

张家界 多云转雷阵雨 18℃～30℃
吉首市 阵雨转小雨 18℃～25℃
岳阳市 多云转阵雨 18℃～25℃

常德市 多云转小到中雨 16℃～25℃
益阳市 多云转阵雨 18℃～27℃

怀化市 阴转小雨 17℃～25℃
娄底市 多云转阵雨 17℃～25℃

衡阳市 阴转小雨 19℃～25℃
郴州市 多云 18℃～26℃

株洲市 多云转阵雨 17℃～25℃
永州市 多云转阵雨 18℃～26℃

长沙市
今天，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明天，中雨
北风 2~3 级转南风 2~3 级 1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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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8日讯 （记者 杨军 通讯员 石科圣
赵永贵） 近日， 在村级党组织换届选举中， 张祖
成以满票当选为桃江县马迹塘镇谈家园村党支部
书记。 一直在广东从事汽车客运业务的张祖成，
得知家乡要发展茶叶产业， 去年下半年回到家
乡， 投资100多万元， 租赁荒山1700多亩开垦茶
园， 并新修了一条长5公里、 宽5米的林道。 当地
村民说， 张祖成开发荒山建茶园， 为他们提供了
在家门口打工赚钱的机会。

据了解， 在目前已基本结束的益阳市村级
党组织换届选举中， 全市共有224名像张祖成一
样的致富能人， 新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 加上

连任的， 全市现有525名致富能人担任村支书，
占全市村支书总数的 30% ， 比上一届增加了
12%。

选准一个人， 带富一个村。 益阳市在今年1
月启动的村级党组织换届选举中， 把懂科技、 会
管理、 善经营， 具有带头创业致富、 带领群众共
同创业致富的本领和觉悟作为一个重要的选任条
件， 引导广大农村党员， 在思想政治素质好、 带
富能力强、 协调能力强的“一好双强” 优秀党员
中选拔村党组织书记， 并注重从退休的机关优秀
干部、 大学生村官、 外出经商务工人员等党员
中， 选拔村党组织书记和委员， 把“想干事、 能

干事、 干成事” 的干部选出来， 选出好班子， 选
好带头人。

一大批政治立场坚定、 作风扎实、 群众公认
度高的优秀党员进入村级党组织班子， 进一步
激发了村级党组织活力。 赫山区八字哨镇岭湖
村支书曾世明， 2011年牵头创办红沙岭甜红水柚
种植专业合作社，建成了面积220亩种植基地，惠
及村民200多户。 前不久， 他再次当选为村支书
后，马上投入工作，走访党员和群众代表，作出了
新一轮工作规划， 将在种植甜红水柚的同时， 套
种大豆、 日本甜宝等作物， 每亩可增收400多
元。

本报4月8日讯 （李文峰 郭畅达 陈平） “花
园一村下水道老化， 需要改造”、 “花园二村部
分楼栋出现漏水” ……近日， 株洲市天元区花园
里社区居民围着区直机关工委书记谭晖晖， 反映
社区的问题。 谭晖晖一一记下， 还去探望了生活
不能自理的居民王文革。

在天元区， 干群亲密接触的场景随处可见。
去年10月， 该区启动“我与群众交朋友” 活动，
以便让“群众的心里话有人听、 发愁事有人管、
致富路有人领”， 在党员干部与基层群众间搭起
一座“零距离接触、 面对面交流、 心贴心服务”
的连心桥。 至今年3月底， 全区已有736名区及街
道、 乡镇党员干部与1160名群众交上了朋友， 并

开展结对帮扶， 已帮助基层及群众解决实际问题
850个、 办理实事285件。

为扎实有效推进这项活动， 天元区采取“联
点领导+联点片区+对口联系单位” 形式， 由区主
要领导带队联系7个乡镇及街道片区， 并由区直
机关单位和乡镇、 街道的736名干部， 分别联系1
到2个重点村和社区。 同时， 明确了“1+3交朋
友” 联系服务对象， 即征地拆迁任务重、 信访维
稳压力大的村 （社区） 加先进人物、 服务对象、
生活困难家庭3类人群， 把办好惠民实事作为真
正与群众交朋友的重要评判标准。

天元区还坚持把具体经验系统化、 成功做法
制度化和实践成果理论化， 探索建立起领导干部

联村帮户、 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及群众诉求办
理3项制度， 着力构建为民服务新机制。 区委书
记谢高进介绍， 区委专门制订了“我与群众交朋
友” 活动联系民情表， 要求党员干部对走访、 调
研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归纳分析梳理， 分门别
类建立联系服务、 实事办理和接访问题“三本民
情台账”， 真正拓宽民情民意征集渠道。

本报记者 向国生
通讯员 易善任

4月8日上午，张家界市首次举
办的“电视问政面对面”节目现场，
一场特殊的“考试”紧张而有序地进
行。

市城市管理执法局、市环境卫生
管理处、市园林绿化管理处、市公安
局交通警察支队，作为首批4个被“问
政”单位，从“城市管理、环境卫生、公
园管理、停车困难”等与群众生活息
息相关的问题，经过两个半小时的严
肃“考试”，最后得到了现场民意代表
全部“举绿牌”认可。

“市一中下水道井盖污水外溢
的问题，何时解决？ ”“地下通道，还
是安全通道吗？ ”

“昔日的城市形象窗口，为何成
了‘脏乱差’？ ”“城市公园缘何成了
经营场所？ ”

“如何解决城市‘停车难、乱停
车’问题？ ”

……
现场， 一个个视频反映出的焦

点、热点和敏感问题，以及群众毫不
客气的“质询”，让现场不时出现紧
张气氛。尖锐的提问一个接一个，让
4个单位的“考生”从开始的正襟危
坐，逐渐变成了如坐针毡，额头上不

时渗出颗颗汗珠，对出现的问题，纷
纷“自我批评”，连忙道歉。

“市一中下水道污水外溢，6月
底以前彻底解决； 市一中和澧滨小
学2个地下通道的路灯、积水、美化
问题，4月份保证完成任务。 ”

“火车北站垃圾成堆问题，今天
就解决。 ”

“子午公园的违法建筑，一个月
内拿掉。 ”“加大对建设项目的监管
力度，让停车不再难。 ”

……
针对群众所提出的10多个问

题，4个单位的“考生”积极面对，现
场作答，都拿出了整改方案、措施和
时间表。

“第一次在电视问政现场解答
这么多的民生问题， 还给出了落实
时间表， 心里既紧张又深感责任重
大，这可是一场实实在在的‘民生大
考’，群众满不满意，就看实际行动
了。”市城市管理执法局局长全锦程
说。

“今年2月份，全市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举办‘电
视问政’，正是问候于民、问安于民、
问需于民、问计于民。这样的当众表
态，现场问政，有利于各行业接受监
督，有利于今后服务到位。 ”市委常
委、市委宣传部长余怀民对记者说。

本报4月8日讯 （记者 王曦 通
讯员 孔奕） 记者今天从长沙市公
安局获悉，该局官方微信公众号“长
沙警事”正式上线，市民通过微信扫
描二维码或输入“cs_cops”查找并
点击关注，便可添加“长沙警事”为
好友。

据了解， 该局此次开通运行
“长沙警事” 微信公众号， 除每天
及时向公众推送重大警务信息等，

还将向市民群众提供人口、出入境、
交通管理等公安行政服务咨询，对
办理中所需要准备的材料、 注意事
项和办理流程详细进行解读， 市民
群众也可发送涉及长沙警务工作和
公安队伍建设的意见建议。 长沙警
方还将不断完善和拓展微信平台的
服务功能， 如在线实时查询交通路
况、 下载办事表格、 在线受理各种
业务等。

本报4月8日讯 （徐德荣 朱章安）今
天上午， 衡阳市革命烈士陈列馆正式对
外开放，当地干群近1000人怀着敬仰之
心走进陈列馆，缅怀革命先烈，感恩幸福
生活。

衡阳市革命烈士陈列馆坐落于衡阳
烈士陵园内， 总建筑面积约1390平方
米。陈列馆仿四合院建筑，与衡阳革命烈
士纪念碑、祭奠广场融为一体。馆内陈列
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
改革开放3个历史时段发生在衡阳地区
的重大历史事件， 以及79位烈士、3位杰

出人物的事迹。并采用“融物于景”的场
景化手法， 以声光电等高科技手段进行
展示、宣传，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衡阳是抗战历史名城。 衡阳人民为
我国的解放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牺
牲，先后涌现英烈2万多名。衡阳市委书
记李亿龙表示， 作为衡阳重要的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 衡阳市革命烈士陈列馆开
馆，就是要让人们牢记历史，继承先烈遗
志,弘扬先烈精神，把先烈开创的伟大事
业薪火相传、发扬光大，为建成小康衡阳、
美丽衡阳而努力奋斗。

本报4月8日讯（通讯员 胡爱春 江新华
记者 刘也）近日，在临澧县乡村田间、农
民家中， 到处可以看到驻村干部和科技
特派员的身影。 从今年3月开始，该县已
选派92名机关干部与100名科技特派员
分赴各地，驻村联户，为群众解难题、办
实事。

为推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在农村基层深入开展，临澧县选派一批干
部与科技特派员“到基层去、到农户家中
去，访民情、听民声、解难题、办实事”，以
打通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驻村干
部每人联系一个村， 并包干结对联系5户

贫困户； 科技特派员也每人联系一个村，
并结对联系一户贫困户。 县里要求，联系
村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要高出全县平均
水平20%以上，联系贫困户人均纯收入增
幅高于全县平均水平。 同时，该县还由每
名县级领导联系一个乡镇、结对联系一户
贫困户，每个县直单位联系一个村、每名
班子成员结对联系一户贫困户。

据初步统计，一个月来，临澧县直单
位已联村89个；驻村干部、科技特派员与
乡村干部已结对联系村民3000余户，帮
助村民解决交通、水电、农业、卫生等方
面实际问题524个。

益阳500多致富能人当选村支书 尖锐提问一个接一个

一场“出出汗”的大考

本报4月8日讯（通讯员 邓画文 周
子熙 记者 周怀立）“高某， 你诉湖
南某公司专利权转让合同纠纷案，
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4月
8日予以立案，并移送至我院民三庭
审理。 ”今天上午，在株洲市中级人
民法院，株洲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
书记谢清纯手指轻点，发送出“株洲
阳光司法短信平台”第一条信息。 4
分钟后，高某回复“已收到”。 据悉，
这是全省第一个投入使用的“阳光
司法短信平台”。

株洲市“阳光司法短信平台”是
依托中国电信的通讯网络建立的，

通过电信提供的专业软件与互联网
连接， 可实现向指定号码即时批量
发送和接收短信。操作中，法院审判
执行业务庭室通过平台， 向案件当
事人、代理人发送短信，及时发布如
立案、审判、执行、申诉复查、减刑假
释的进展和开庭、听证、领取司法文
书的时间地点等信息， 实现案件当
事人、 代理人第一时间了解案件进
展及相关情况。 同时，案件当事人、
代理人亦可向平台反馈意见和建
议，从而保障当事人的知情权、监督
权， 实现人民法院与当事人的良性
互动，促进司法公正。

全省首个“阳光司法短信平台”开通

长沙公安官方微信“长沙警事”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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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元区700多干部与群众交朋友

衡阳市革命烈士陈列馆开馆

临澧选派干部和科技特派员驻村

4月8日晨，长沙市湘江中路长沙轮渡公交站，不足百米之外的万
达文化广场高楼在雾气中若隐若现。 据湖南省气象局消息，8日晨湖
南77个县市雾气弥漫，其中汨罗、益阳、南岳浓雾障眼，能见度仅100
米，而长沙更是不足100米。 本报记者 唐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