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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25日讯 （郭畅达 程耿孺 李文峰）“让村级资源资本
化、资本股份化；让村民变股东、农民成股民。”6月24日，湖南珊田
集团公司在醴陵市长庆示范区珊田村揭牌成立。

湖南珊田集团公司位于醴陵市长庆两型社会改革建设示范
区内， 这里也是醴陵城市东扩主战场渌江新城核心区。 面对新
城建设良好机遇， 珊田村党委和村委会大胆启动村级集体经济
体制改革， 决定组建股份集团公司。 经全村党员大会和村民代
表大会审议通过后， 全村13个村民小组失地农民2760人共同
募资注入， 成立湖南珊田投资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
本金3000万元， 旗下设有汇金、 涟博、 机械施工3家控股子公
司， 主要从事项目投资、 土地整理、 金融产业等经营活动。 公
司由村党委全体委员担任董事， 村党委书记任董事长， 全村13
个村民小组组长任监事会成员， 由一名村委会委员任监事会主
席。

公司董事长、村党委书记钟宏是一位有20年从商经验的企
业家，他表示，公司成立后将严格依法从事相关投资经营活动，
通过公司化运作，为村民搭建一个共同致富的平台。目前，公司
正积极对接长庆示范区渌江新城开发，主动承接项目拆迁、安置
及道路、绿化等基础设施建设与服务。

本报6月25日讯 （记者 李寒露 通讯员 吴林芳
钟定安） 今天凌晨4时， 常德市鼎城区警方破获
一起利用香蕉运输车贩毒案， 当场抓获贩毒分子
5名， 缴获毒品麻古2.366千克。

据警方介绍， 今年6月初， 鼎城公安局禁毒
大队民警接到群众举报， 有一伙贩毒分子经常往
来云南和常德贩卖毒品。 接到举报后， 鼎城区公
安局禁毒大队在常德市公安局禁毒支队的指挥和
协调下， 经过20多天的缜密侦查， 初步掌握和锁
定了该团伙的基本情况和贩运毒品的规律及手段。
据鼎城区公安局禁毒大队教导员郭作全介绍， 这
一伙犯罪嫌疑人从西双版纳利用拖香蕉的大货车，

把毒品藏在香蕉里这种方式运输毒品。 6月24日凌
晨， 警方通过公开缉查的方式， 在常吉高速公路
常德段的一个应急处， 发现挂江西牌照的嫌疑车
辆和一辆挂桂A牌照的小车正在碰头。 鉴于这种情
况， 警方立即采取抓捕， 当场抓获5名犯罪嫌疑人，
并从犯罪嫌疑人随身携带的提包中， 当场搜出包
装严实的毒品麻古4大包， 达25000多粒， 净重
2.366千克， 总价值约100余万元。

经审讯， 这5名犯罪嫌疑人李某、 向某、 赵
某、 张某、 刘某， 均系常德桃源县人， 此前曾多
次以水果运输车打掩护， 从云南境内购买毒品运
至常德贩卖。

资源资本化 村民变股东
醴陵珊田村成立股份集团公司

本报6月25日讯(记者 曹辉 通讯员 张灿强)湘潭大学近日
与西北核技术研究所签署全方位战略合作协议，共同组建湘潭
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欧阳晓平任首任院
长。

双方本着“真诚合作、互惠互利、协同创新、共同发展”的原
则， 签署了《西北核技术研究所———湘潭大学战略合作协议
书》。 根据协议， 双方共同组建“湘潭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
院”，在材料科学与工程、核科学与技术等学科领域搭建国家级
高水平的学科平台，并在电子科学与技术、力学、仪器科学与技
术等学科开展交叉融合研究；加强学术力量的融合，建立学术
人员互访、交流、合作的长效机制；开展协同创新，加强校研合
作，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联合申请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加
强资源共享，相互开放相关国家重点实验室、专项（专业）实验
室，优先共享或转让相关领域已有的技术成果。

53岁的欧阳晓平院士是我省宁远县人，一直从事脉冲中子
诊断的技术研究和相关诊断工作， 取得了一系列开创性成果，
是我国脉冲辐射场诊断主要学科带头人之一。

湘大“牵手”西核共建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欧阳晓平院士任首任院长

邵阳市 阵雨 23℃～31℃
湘潭市 中雨转阵雨 24℃～32℃

张家界 中雨转大雨 22℃～27℃
吉首市 阵雨 23℃～29℃
岳阳市 中雨 23℃～26℃

常德市 中雨 23℃～27℃
益阳市 阵雨转中雨 22℃～28℃

怀化市 阵雨转中雨 23℃～29℃
娄底市 阵雨 24℃～30℃

衡阳市 多云 26℃～34℃
郴州市 晴 26℃～35℃

株洲市 阵雨 24℃～32℃
永州市 多云 26℃～33℃

长沙市
今天，阴天间多云有中等阵雨或雷阵雨，
明天，阴天有中到大雨
南风转北风 2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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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25日讯（陶芳芳）记者今天
从长沙市开福区获悉，该区已正式通过
省安委会全面考核验收，成功创建“省
级安全生产示范区”， 成为长沙市此次
唯一获此殊荣的城区。

开福区是长沙市的老城区， 物流仓
储多、棚户区面积广、危化品经营企业上
百家， 全区还有200多万平方米的在建

工地，安全生产隐患极大。为确保生产安
全，该区创新安全生产监管体制，于2012
年开始， 在全省首推 “网格化监管模
式”。该监管模式即区级层面建立区网格
化信息指挥中心，街道（镇）建立网格化
信息指挥平台，将全区划分为473个微网
格，每个网格配备网格管理员、民情员、
监督员、安全员，并发动楼栋长、党员志

愿者等社会力量参与巡查、监督，各级派
专门领导到网格联点负责，形成了“一网
多格、一格多员、全员参与、责任到人、逐
级负责” 的安全生产动态管理模式。同
时，每个网格配备移动终端PDA（掌上电
脑），网格民情员可通过PDA及时将巡查
收集的情况上报。全区人、房、物、事得到
全面的实时监控。 筑牢了安全生产“篱

笆”。“网格化监管模式”实施以来，全区
共发现安全隐患及危险源900多处，隐患
整改率95%以上。

该模式得到全国安全生产工作经
验交流会和国务院安委会参观考察代
表的高度肯定。 该区已连续7年未发生
大的安全生产事故，2013年全年事故指
标控制排在全市第一。

本报6月25日讯 （记者 彭业忠 通
讯员 陈生真 胡寒）6月23日上午9时，
记者来到吉首市峒河街道向阳社区的
“爱心接力站”采访时，苗族低保户杨友
明，刚用100元的“爱心卡”，换取了一袋
大米、一瓶食用油和一袋洗衣粉。他对
记者说：“‘爱心接力站’ 帮了我们困难
群众的大忙。”吉首市委常委、市委办主
任刘家富告诉记者，该市目前已在城区

的全部28个社区，都建立了“爱心接力
站”，惠及困难群众2万余人。

吉首市是一个贫困面较大的城市，
全市有各类民政救助对象近4万人。
2010年10月，吉首市在常规民政救助体
制之外， 创新社会常态化救助机制。在
全市开展干群心连心助危扶困志愿者
行动，号召各级党员干部，捐出年工资
的1%，专门设立“爱心救助基金”和“爱

心接力站”。 每个贫困家庭写递交申请
救助报告， 社区工作人员进行上门入户
核实，建立救助台账，“爱心卡”的面值为
100元、50元。党员干部和普通市民，也可
捐助衣服棉被等生活物资。救助对象，主
要是因病、因残、因灾致贫的特困户，无
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的家庭困难户等。

每年10月至12月，为接受捐赠的时
间；每年举行4次由全部市级领导参与的

救助发放活动，由干部上门入户给400户
贫困家庭送救助物资。截至目前，已募得
帮扶资金350.9万元， 发放救助金200余
万元，受助困难家庭达5000多户。

（上接1版）

落实责任抓关键
我省从管住作风、管住权力、管住

钱袋三方面入手，抓住党风廉政建设的
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确保党风廉政建
设主体责任落到实处。

近年来，全省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 聚焦“四风”问
题。去年年初，省委出台《关于改进工作
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规定》， 就领导干
部的考察调研活动、会议活动、厉行勤
俭节约等九个方面做出了严格规范。去
年9月，制定出台《关于规范党和国家工
作人员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暂行规
定》，被称为史上最严“限宴令”。据统
计，中央八项规定颁布以来，全省共查
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3323
个，处理3797人，其中给予党纪政纪处
分772人。今年以来，全省共查处违反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545个，处理804
人，其中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13人。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才能有效
管住权力。近年来，省委致力于规范权
力的运行：加快简政放权，在之前精简
1000余项审批事项的基础上，去年又取
消、调整和下放86个审批项目；加强对
权力运行过程的监督管理，编制并公开
权力目录，推进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司
法公开和办事公开， 69个省直单位共
建立规范权力运行制度3704项。2011年

6月，我省首次举行集中述廉评议活动，
4名厅局级党政一把手在现场逐一向省
纪委全会述廉。至今，已有近30名厅局
级党政一把手面向全体省纪委委员公
开述廉，并接受投票评议。

此外，我省还制定和完善财政预算
管理、“三公”经费支出、公共资金安排
等方面的制度，并严格遵守制度，坚持
勤俭办事，管好公家的钱袋。去年，全省
“三公”经费实际支出压缩5.8亿元；省直
157个机关单位“三公”支出全部控制在
预算范围内， 公务接待宴请消费减少
30%以上；党政领导干部因公出国（境）
较前年减少1184人次，同比下降49.3%。

严把选人用人关
选人用人的问题，是社会关注的热

点问题，也是中央巡视组向湖南反映的
突出问题。严把选人用人关，是省委落
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的重要抓手。

去年7月， 针对存在的选人用人问
题，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守盛
在省委十届七次全会上向全省党员干部

“约法三章”：“从现在起， 凡是仍然我行
我素、违规提拔干部的，凡是仍然违纪乱
设机构、乱加编制、乱开口子进人的，凡
是仍然不守规矩虚增职位职级、 党政分
设多设的，一经发现，从严处理。”

针对干部人事和机构编制领域存
在的超编制限额进人、超职数超规格配
备领导干部、 超范围分设党政职务，随

意按年龄划线调整配备干部、违反规定
程序乱进人等“三超两乱”问题，我省部
署开展了专项治理行动。去年7月以来，
按照省委的决策部署，省纪委牵头并会
同组织、编办、财政、人社等部门，在全
省开展干部人事和机构编制领域突出
问题专项治理行动， 严肃查处了麻阳、
衡南等地有关违纪违规问题和媒体曝
光的江永县违规进人案件，并在全省范
围内进行公开通报。

为推动党委主体责任落到实处，我
省在查办违规提拔、 违规进人案件时，
强化对主要领导责任的追究。 在这次
“三超两乱”问题专项治理行动中，共有
113人受到责任追究， 其中厅级干部5
名，县处级干部12名。

我省致力于建设长效机制，规范选
人用人工作。省委、省政府下发《严格机
构编制管理和干部人事工作纪律的规
定》，作出“五严禁、六一律”规定。省委
组织部、省人社厅下发《关于进一步加
强和规范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的通
知》， 加大对公开招聘工作的指导和监
督力度。

直面问题不护短
5月28日，《湖南日报》刊登了省委6

个巡视组对湖南广播电视台、省农村信
用社联合社、省公安厅等被巡视单位的
反馈意见。公开的反馈意见内容包括领
导插手工程建设谋取私利、国有资产管

理存在漏洞、 选拔任用工作不严谨，直
指要害，不说套话。

将存在的问题向社会公开， 不回
避、不护短，表明了省委全力支持巡视
工作的鲜明态度。省委加强巡视机构改
革和巡视方法创新，采取巡视地区和单
位不固定、巡视组与被巡视对象的关系
不固定等举措，推广“下沉一级”工作
法，加大专项巡视力度。去年以来，根据
巡视组提供的线索， 对包括1名县委书
记在内的10余名不适合担任现职的县
处级以上干部的职务进行了调整，对武
冈市委原书记王春生等人进行立案查
处。去年，省委领导对巡视工作批示130
多次， 省委巡视机构向被巡视地区、单
位提出整改意见250多条，向各级党委、
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提出建议120多
条。

为确保巡视成果得到有效利用，省
委全力支持执纪执法机关严肃查处腐败
案件。 去年， 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
7300多件，其中涉及地厅级干部43件。去
年以来， 省纪委查处了衡阳市人大常委
会原主任胡国初、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原
院长金潇明等一批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
件。特别是在衡阳破坏选举案发生后，省
委在中央的领导下动真碰硬， 迅速对案
件进行查处。 涉案人员中有68人被移送
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466人被追
究党纪政纪责任；同时，省市县三级749
名人大代表被依法终止代表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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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4日至25日，省军区驻长干休所庆“七一”老年门球邀请赛在省军区樟木坝干休所举行。来自
省军区6个干休所的8支门球队80余名老干部参加了比赛，他们年龄最大的97岁，最小的76岁，充分展
现了老有所乐、老有所学的精神风貌。 吴昌明 摄

“爱心接力站”情暖2万困难群众吉首市

网格化监管筑牢安全生产“篱笆”开福区

本报6月25日讯 （记者
陈鸿 飞 ） 今天上午 ， 衡阳
县界牌镇党政办负责人给
记者来电称 ， 衡阳县委主
要领导看了本报6月24日刊
登的通讯 《“衡阳愚公” 挖
山修路》 后作出批示 ,推荐
其主人公界牌镇莲花村村

民、 老党员谭尤菊为衡阳
县道德标兵 。 并由县委宣
传部牵头组织 ， 集中宣传
其事迹。

2012年8月至今， 年逾
七旬的老党员谭尤菊自掏
腰包， 带领家人开山凿路，
被称为“现代愚公”。

本报6月25日讯 （朱章安
徐德荣 肖振华 ） 国土资源
部门应优先“保资源 ” 还
是“保发展 ”？ 6月24日下
午 ， 由衡阳市国土资源局
主办的“践行党的群众路
线 、 管好用好国土资源 ”
辩论赛总决赛举行 ， 最终
衡山 、 南岳联队夺冠 。 这

场历时1个多月的辩论赛落
下帷幕。

据悉， 这场辩论赛是衡
阳市国土系统为迎接6月25
日“全国土地日” 而举办的
专题活动之一， 旨在增强全
民节约集约用地意识， 提升
节约集约用地水平， 建设资
源节约型社会。

一分风景千滴汗
本报记者 谢璐

6月23日， 记者在长沙市望城区湘江大道景观道施工现场
看到,压实的路基升起阵阵热浪，大型推土机、压路机、挖掘机
轮换作业，满载砂石的卡车不停地穿梭，望城区交通运输局的
工程师们现场指挥调度……一条“精装”的景观大道正沿着湘
江东岸延伸。

湘江大道景观道的湘江长沙综合枢纽至铜官古镇段，全
长7.8公里，是一条集景观、交通、防洪于一体的城市景观大道，
建成后将大大提升湘江大堤防洪能力， 改善省会城乡居民出
行条件。

“项目于今年3月启动堤防工程，春季雨水天气多，下一
场雨要影响三四天的进度，工期非常紧张。”走在黄沙滚滚的
施工江堤上，伴随着机械轰鸣，望城区交通运输局局长刘洪
波大声告诉记者，“我们科学安排晴、雨天施工，晴天从早6时
到晚10时，机械、人员不间断轮番上阵，抢进度；雨天充分利
用施工间歇，会同设计人员，逐项审核图纸，做足查漏补缺，
杜绝施工隐患。”

“按照上级要求，景观路将被打造成一条突显历史风情和
文化休闲的绿色景观带，沿途风景既与周边河滩、农田交相辉
映，又体现出浓郁的汉唐遗风。”副局长谭磊用效果图展板介
绍景观设计。 这位名校博士毕业的年轻干部十分注重创新工
作思路，他按照电排涵闸工程、堤防工程、道路工程、景观工程
4大类分期报建、交叉作业，为不同类别工程启动建设和有效
衔接赢得了时间。

这样的进度是谭磊和他的同事们放弃了所有周末、平均
每周有4天晚上工作到10时之后换来的。“我爱人在湘潭工
作， 我3到4个星期才去看她一次，2岁的孩子完全交给岳母
带。”

景观道3、4标段征拆任务十分艰巨，不仅要拆民居，更涉
及到迁坟，负责项目征拆工作的副局长张勇被同事们笑称是

“与鬼打交道的人”。
曾有一个雨夜，张勇在一户拆迁户家门口，从6时多等到

10时多，等户主回来后，又劝说到凌晨5时多，这户村民终于同
意搬迁。半个多月时间，41户征拆任务完成37户，200多座坟全
部迁址。

正是凭着一股忘我牺牲、高度负责的精神，湘江大道景
观道项目以超出预期的进度和成效向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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