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湖南图书馆
看“三人中国画展”

本报4月13日讯 （记者 李国斌 ）10日，
“三人行———毛国保、李湘君、马溆阳中国画
展” 在湖南图书馆开展， 展览免费向市民开
放，展览时间至4月15日。

此次共展出3人的作品100余件，涵盖山
水、花鸟、人物等。毛国保、李湘君、马溆阳均
为湖南省美协会员。 毛国保长期从事主题性
绘画的创作，也画过大量的连环画和插图，近
几年迷恋中国人物画小品的创作， 这次展出
的作品以此为主，将其所见、所闻、所感，用一
尺斗方和扇面这种形式进行表达。 李湘君的
山水画题材丰富，具有自由自在的表现状态，
画面充盈着对山、水的眷恋和感悟。马溆阳在
自己的花鸟画中， 把她对自然的感悟凝聚笔
端，不媚流俗，自然生动，雅俗共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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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张景武

太阳坪乡太阳坪村三面环水， 一面靠
山，是一个天然半岛，又称“太阳岛”，盛产水
蜜桃、黄桃、金秋梨等水果。靖州苗族侗族自
治县县委书记钦代寿牵挂着这个联系点的
发展。他从联系点回来后,很快又于4月上旬
专门召集有关人员研究解决村民所反映的
一些问题。

钦代寿是3月下旬走访太阳坪村的。他与
村民拉家常、问困难、听意见。村民蒋学进是
上门女婿，一家4口靠他打临工生活，2岁的儿
子经常生病住院。了解蒋学进家的情况后，钦
代寿问村支书陈元金：“他家进了低保吗？”

“他岳母有低保。村里只有41个低保名
额，不能多评。”陈元金答。

“低保不能规定名额，要实事求是，既要

按标准严格把关，又要做到应保尽保。也许
其他村也存在这个问题,我回去后，将请有关
部门专题研究这个问题。”钦代寿当场表态。

在该水果种植大户黄野兵家， 一些村民
正在找他“取经”。钦代寿一边跟大家打招呼，

一边拿出笔记本说：“大家都想致
富，今天我们就一起商量商量致富
的路子。”

“我村水多树多，靠近铁路、
国道、高速公路，交通便利，发展
乡村休闲旅游优势明显。”陈元金
先发言。

“发展旅游有搞头，现在大家
生活水平提高了， 愿意买健康买
愉快。”80岁的村民黄同明表示赞
同，其他村民也频频点头。

“老先生很有见识，太阳坪今
后就是要经营健康、 经营快乐。”

钦代寿笑着对黄同明说。
“要扩大无公害水果种植规模，建设特

色水果基地。”黄野兵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围绕建设乡村旅游景区，果树要成片

规划，效果才好，卖了水果又可以发展旅游，

每年策划几个节会，聚集人气，吸引外地游
客来这里消费。”钦代寿说着，掰着指头，与
村民算起了细账。

“实现全面小康，要靠产业带动。”听完
村民建议后， 钦代寿说，“太阳坪今后主要
发展特色水果和乡村旅游两大产业， 并把
两者结合起来， 先搞好规划， 然后分别实
施。既要争取政策支持，又要不等不靠，自
力更生。咱们干群齐心，共同建设好美丽的
太阳岛。”

“好！好！”钦代寿话音一落，农家小院里
响起一片掌声。

中共湖南省委政法委员会
2014年4月14日

为推进公正廉洁执法，坚决惩治司法腐败，自即日起，在省、市党委政法委
设立举报网站，在省、市政法部门设立举报网站（邮箱）、举报电话，接受社会各
界和广大群众对政法干警违纪违法问题的举报。现将举报网站（邮箱）和举报电
话公布如下：

中共湖南省委政法委关于向社会公布
举报网站和举报电话的公告

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创新在基层

本报4月13日讯（记者 肖军 黄巍 通
讯员 杨捷灵 史贝）4月11日，在中方县桐
木镇上丰坡村村民李光明家的油菜地里，
镇农技站站长邓运华带人，与李光明一起
劳动。李光明说：“昨天镇干部到家里‘上门
纳谏’，我不在家，没想到今天镇干部又来
帮忙干农活了。”

今年来，为扎实推进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中方县不断深化“三问三解”
（问政于民、解民困等）、“夜访农家”、“民情
家访”等联系服务群众特色工作，大力开展
“上门纳谏”活动。要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
田间地头、工厂车间、居民家中，与群众“零
距离”交流，听民声、纳民言、集民智、解民
忧。自3月初开始，还集中组织开展党员干

部与联系对象“同吃同住同劳动”活动，每
名党员干部必须自带被褥、自备经费，最少
花7天时间，到其联系对象家中，做好服务
工作。同时，采取召开“民情恳谈会”、发放
“民情意见表”等形式，对12岁以上群众遍
访尽访。

该县县级领导带头“上门纳谏”，制定
了“五必访五必问”工作原则。县委书记张
霞在县一中“上门纳谏”时，老师和学生们
反映学校没有图书馆、电脑设备落后，在实
地考察后，张霞责成有关部门研究，很快为
师生解决了现实难题。开展“上门纳谏”活
动以来， 中方县各级党员干部已走访农户
6.87万户， 为基层群众办实事好事5500多
件，解决实际问题2100多个。

本报4月13日讯 （记者 孙敏坚）4月11
日，南华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李广伟接到学
校资产管理处通知，他的关于减免住房租金
的申请已经审核通过，每月减免近一半租金
300元。 针对部分青年教师反映住房困难问
题， 学校启动了青年教师过渡房维修工程，
对新校区青年教工过渡房实施减免租金政
策。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南华大
学坚持开门纳谏，认真查找“四风”方面的突
出问题，做到主动找、诚恳找、全覆盖；整改
落实突出“早、实、专”，做到边查边改、立行
立改。

为确保“四风”问题查得准、查得实，学
校制定并下发了关于深入开展“三进三知”
活动的通知，即：进教研系（室），了解知晓教
学、科研、社会服务状况，青年教师思想政治
工作、业务水平和教学能力等情况；进学生

班级，了解知晓班风、学风状况和加强爱国、
敬业、诚信、友善等道德规范教育情况；进学
生宿舍，了解知晓学生学习、生活、心理、文
明修身等情况，牢固树立服务广大师生群众
的意识。

学校还以“践行群众路线、促进转型发
展”为主线，先后召开党代表、民主党派代
表、青年教师代表、学生代表等7个座谈会，
还召开了1个学生家长和校友代表座谈会，
广泛听取和收集对学校领导班子及成员、职
能部处（学院）领导班子及成员和党员干部在
四风等方面存在突出问题的意见建议。 目前
已征集到各种意见、建议283条，经初步梳理、
整合为102条。并明确把文山会海、公务接待、
校园环境整治等8个方面的问题列为专项治
理项目， 抓紧研究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与办
法，着力从机制和源头上狠刹“四风”。

湘潭通报
6起典型案件
本报4月13日讯 （记者 曹辉 通讯员 谭济

轩）4月11日，湘潭市纪委监察局官方网站“湘
潭廉政网”发布消息，湘潭市纪委、市委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前
通报了6起违反作风建设规定典型案件。

湘潭县分水乡计生办工作人员丁虎利用
职务便利， 违反财经纪律，2012年以来擅自
收取分水乡虎形、豪头、石桥、分水等村社会
抚养费2.6万元未入账，2013年8月至今无正
当理由未上班。 分水乡党委对丁虎作出辞退
处理。

湘乡市中沙镇国土所所长颜阳林贪污
28000元，挪用资金155100元；违规给国土所
工作人员发放补助66000元。 湘乡市纪委给
予颜阳林开除党籍、行政撤职处分。

湘乡市棋梓镇小罗村党支部书记曾伏
清为其子操办婚宴， 婚宴当天共计办两轮
酒席，合计83桌。棋梓镇党委给予曾伏清党
内警告处分， 并将违规收受的红包礼金上
交镇纪委。

韶山市永义乡韶南村村支委原委员、
村委会原主任周强换届贿选， 利用职务便
利收受贿赂4万元，侵占村集体财产21239.8
元，非法牟利63300元。永义乡党委给予周
强开除党籍处分， 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
事责任。

岳塘区霞城乡联合村村委会委员高瞩在
落实危房改造政策过程中，没有通过集体鉴
定、民主评议、张榜公示等工作流程，存在
资格审查不严，监督检查不力等问题，造成
危房改造专项资金大量流失。 岳塘区纪委
给予高瞩严重警告处分。

周智业在担任雨湖区先锋乡桐梓村村委
会主任、村支部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
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财物130余万元。雨
湖区纪委给予周智业开除党籍处分， 并移送
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要扩大规模，建设特色水果基地”
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联系点听民声

中方“上门纳谏”遍访尽访

南华大学：

“三进三知”查“四风”

钦代寿（右二）在了解民情。 龙本亮 摄

本报4月13日讯（王文隆 陶芳芳 陈云蓉）
身着绿色马甲，佩戴红色袖章。千余名志愿
者代表今天在湖南农业大学修业广场前坪
齐声宣誓，拉开长沙万名青年大学生“红袖
章”清洁行动暨“美丽长沙”建设公益联盟活
动的序幕。

本次活动以“美丽长沙 美德先行”为主
题，由湖南农业大学、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
学院、长沙市文明办等举办。旨在通过活动带
动广大干部群众和青年学生，投身“红袖章”
志愿服务，主动参与城市管理和社会治理。

“美丽长沙”公益联盟是整合各高校志
愿者组织和社会公益人士，深入农村、社区
基层群众中，围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
美德、个人品德“四德工程”展开长效和常态

的志愿服务活动的公益性组织。 今年首批
“美丽长沙”合作共建单位在湖南农业大学、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两所高校产生。
联盟系列活动包括“红袖章”帮帮宣导团、千
人共植“学友林”、万名青年共创文明家园、
“美德金榜”、社区（村）与各院系单位结对共
建等活动板块。志愿者通过各种形式履行保
洁护绿维护员、文明行为劝导员、民情信息
采集员和社会事务服务员等职责。

据悉，联盟将根据志愿者参加公益服务
的次数和质量展开评选，每季度前十名志愿
者荣登“美德金榜”，颁授“美丽长沙建设义
工”称号，并按登榜次数获星级标准，一年内
连续四次登上“美德金榜”，将被评为年度五
星“美丽长沙”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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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政法委 jb.hnzf.gov.cn/
省高级人民法院 0731-82206423 jubao.court.gov.cn/hun
省人民检察院 0731-84732000 www.hn.jcy.gov.cn
省公安厅 12389 www.12389.gov.cn
省国家安全厅 0731-82294430
省司法厅 0731-84586151 www.hnssft.gov.cn
长沙市委政法委 jb.hnzf.gov.cn/cs/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0731-85798289 jubao.court.gov.cn/hun
长沙市人民检察院 0731-88882000 www.changsha.jcy.gov.cn
长沙市公安局 12389 www.12389.gov.cn
长沙市司法局 0731-85409849 changshasifaju_jubao@hunan.gov.cn
衡阳市委政法委 jb.hnzf.gov.cn/hy/
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0734-8893189 jubao.court.gov.cn/hun
衡阳市人民检察院 0734-8852000 www.hengyang.jcy.gov.cn
衡阳市公安局 12389 www.12389.gov.cn
衡阳市司法局 0734-8193180 hengyangsifaju_jubao@hunan.gov.cn
株洲市委政法委 jb.hnzf.gov.cn/zz/
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 0731-28109210 jubao.court.gov.cn/hun
株洲市人民检察院 0731-28102000 www.zzjcy.gov.cn
株洲市公安局 12389 www.12389.gov.cn
株洲市司法局 0731-28685355 zhuzhousifaju_jubao@hunan.gov.cn
湘潭市委政法委 jb.hnzf.gov.cn/xt/

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0736-7761024 jubao.court.gov.cn/hun
常德市人民检察院 0736-7792000 www.changde.jcy.gov.cn
常德市公安局 12389 www.12389.gov.cn
常德市司法局 0736-7760025 changdesifaju_jubao@hunan.gov.cn
张家界市委政法委 jb.hnzf.gov.cn/zjj/
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 0744-8283810 jubao.court.gov.cn/hun
张家界市人民检察院 0744-8237280 www.zhangjiajie.jcy.gov.cn
张家界市公安局 12389 www.12389.gov.cn

张家界市司法局
0744-8290849
0744-8301720 zhangjiajiesifaju_jubao@hunan.gov.cn

益阳市委政法委 jb.hnzf.gov.cn/yiyang/
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0737-4380118 jubao.court.gov.cn/hun

湘潭市人民检察院 0731-58512000 www.xiangtan.jcy.gov.cn
湘潭市公安局 12389 www.12389.gov.cn
湘潭市司法局 0731-58570484 xiangtansifaju_jubao@hunan.gov.cn
邵阳市委政法委 jb.hnzf.gov.cn/sy/
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0739-5269036 jubao.court.gov.cn/hun
邵阳市人民检察院 0739-5632000 www.shaoyang.jcy.gov.cn
邵阳市公安局 12389 www.12389.gov.cn
邵阳市司法局 0739-5326433 shaoyangsifaju_jubao@hunan.gov.cn
岳阳市委政法委 jb.hnzf.gov.cn/yueyang/
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0730-8840629 jubao.court.gov.cn/hun
岳阳市人民检察院 0730-8887000 www.yyjcw.gov.cn
岳阳市公安局 12389 www.12389.gov.cn
岳阳市司法局 0730-8222384 yueyangsifaju_jubao@hunan.gov.cn
常德市委政法委 jb.hnzf.gov.cn/cd/

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 0731-58553235 jubao.court.gov.cn/h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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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阳市公安局 12389 www.12389.gov.cn
益阳市司法局 0737-4208705 yiyangsifaju_jubao@hunan.gov.cn
郴州市委政法委 jb.hnzf.gov.cn/cz/
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0735-2178720 jubao.court.gov.cn/hun
郴州市人民检察院 0735-2232000 www.chenzhou.jcy.gov.cn
郴州市公安局 12389 www.12389.gov.cn
郴州市司法局 0735-7667184 chenzhousifaju_jubao@hunan.gov.cn
永州市委政法委 jb.hnzf.gov.cn/yz/
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0746-6667541 jubao.court.gov.cn/hun
永州市人民检察院 0746-6242000
永州市公安局 12389 www.12389.gov.cn
永州市司法局 0746-2886561 yongzhousifaju_jubao@hunan.gov.cn
怀化市委政法委 jb.hnzf.gov.cn/hh/
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 0745-2733237 jubao.court.gov.cn/hun
怀化市人民检察院 0745-2712000 www.huaihua.jcy.gov.cn
怀化市公安局 12389 www.12389.gov.cn

怀化市司法局
0745-2715055
0745-2723591 huaihuasifaju_jubao@hunan.gov.cn

娄底市委政法委 jb.hnzf.gov.cn/ld/
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 0738-8261417 jubao.court.gov.cn/hun
娄底市人民检察院 0738-8312000 2012.ldjcy.gov.cn
娄底市公安局 12389 www.12389.gov.cn
娄底市司法局 0738-8331632 loudisifaju_jubao@hunan.gov.cn
湘西自治州委政法委 jb.hnzf.gov.cn/xxz/
湘西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0743-8756608 jubao.court.gov.cn/hun
湘西自治州人民检察院 0743-8531982 www.xiangxi.jcy.gov.cn
湘西自治州公安局 12389 www.12389.gov.cn
湘西自治州司法局 0743-8750521 xiangxisifaju_jubao@hunan.gov.cn

益阳市人民检察院 0737-6100214 www.yiyang.jcy.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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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3日，中石化巴陵石化公司炼油装置常压蒸馏装置隐患治理项目进入设备安装高峰
期。该项目投资近2亿元,是巴陵石化“十二五”期间改造炼油业务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该公
司“碧水蓝天计划”环保治理项目。项目完成后，可消除现有常压蒸馏装置的安全隐患，提高
装置的生产运行周期和油品质量。 本报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彭展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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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名“红袖章”让长沙靓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