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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13日讯（记者 孙敏坚 通讯员
李进 方平定）“如今，村里有了卫生室，
小病小痛可以不出村，方便治疗又省路
费。 ”8月5日上午， 汉寿县龙潭桥乡月
光塘村卫生室里 ,� 村民刘平初等对村
卫生室赞不绝口。 为了方便村民看病，
目前,该县85%以上的行政村都建立了
合格的卫生室。

这是该县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中,“接地气”、 解民难的一个剪
影。活动中，该县把党员干部“接地气”、

问题导向解民难，作为带头反“四风”的
重头戏。 活动开展以来，全县2000余名
县乡机关党员干部组成560多个驻村
工作队， 每月安排3天群众工作日,�进
村入户当好社情民意信息员、法律政策
宣传员、政务事项代办员、群众信访调
解员、党建工作指导员和扶贫帮困服务
员等“六员”。该县还要求所有工作队员
不准在村里迎来送往、增加乡村和群众
的负担；并对工作队员的入户率、群众
知晓率和困难群众帮扶率，实行量化考

核。
同时，该县采取“一件民生实事，一

至两名县级领导挂帅，一个主要责任部
门牵头，相关部门配合，一抓到底，限时
完成”工作机制。 确定了年内着重解决
1200多户危房户、无房户的住房；整合
资金1.4亿元， 实施中小河流域、小
农水、水土保持等方面的治理；筹集
6500万元以上资金， 解决乡村断头
路、通村公路、危桥改造等十大民生
工程，进度全部实时“监控”。

该县领导在“接地气”过程中了解
到不少村民生产资金短缺 ,� 想贷款又
无抵押担保的需求后，在全省率先出台
《汉寿县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管理办
法》,陈德友等8位农户用土地经营权抵
押,拿到贷款600多万元。

本报8月13日讯（记者 曹娴 通讯员
匡国友）湖南黄金集团针对“四风”突出
问题，坚持边整边改边立，今年来，已在
绩效考核、财务管理、担保管理、财产盘
点、资金管理、业务招待费、差旅费报销、
费用审批报销程序、 规范企业负责人职
务消费、 公务用车、 因公出国费用等方
面，制定修改完善了10多项制度和办法。

建章立制带来整改实效。 以前，集团
领导出差坐头等舱、 住套间， 现在这些
“待遇”都取消了。 办公费、招待费、小车
费、差旅费大幅下降。 上半年，集团领导
个人年业务招待费比去年下降了10%。
“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被叫停。 对所有
二级子公司和重要的三级子公司， 进行
年度投资计划的现场审查， 共核减投资

额3.6亿元。 对子公司安全生产制定奖惩
新规，组织安全督查组，逐一检查，加大
现场处罚力度，安全生产形势好转。 集团
领导在整改中深入生产一线解决实际问
题。 如专门成立帮扶小组，帮助亏损子公
司中南黄金冶炼查找问题， 强化生产管
控、提高直收率、控制成本费用，扭亏减
亏效果明显，上半年实现利润400万元。

黄金集团积极应对市场下行， 重点
抓好“三率”指标，降低贫化损失率、提高
选冶回收率、提高劳动生产率，生产经营
取得良好成绩。 上半年，集团生产金、锑、
钨、铅锌主要产品产量实现“双过半”，其
中黄金、 铅锌分别同比增长 2.19% 、
12.46%，实现销售收入27.16亿元，利润
总额2571万元。

本报8月13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唐明登）“以前办证要到镇里
县里办，既花路费，又花时间。现在好
了，到村便民服务站直接找村干部就
能办好证，太方便了。 ”8月10日，东
安县白牙市镇莲塘村村民黄秀娥，拿
着刚刚办好的准生证高兴地对记者
说。 东安县瞄准群众办事难和机关
“中梗阻”、“潜规则”等问题，改进作
风、提高效能，让百姓切实从中获益
得利。

东安县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中，下大力气解决群众身边的
难事，对“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问
题， 惠民政策不落实和缩水走样问
题，拖欠群众钱款、侵占群众财物问

题，执法执纪部门办“关系案”、“人情
案”、“金钱案”问题，信访积案久拖不
决、久诉不息问题，利用婚丧喜庆等
事宜借机敛财问题，乡镇干部“走读”
等12项问题开展专项整治。在整治过
程中，以办事“能找到人，不需跑腿”
为服务目标，大力简政放权，在全县
建立494个便民服务站， 下放166项
权力，其中104项可以在群众家门口
办理；并开展矛盾纠纷大调处，排查
各类矛盾纠纷206起。 该县还对乡镇
场和县直单位的干部上班到岗到位、
庸懒散等问题进行了明察暗访和突
击检查 ,今年以来，针对发生在群众
身边的“四风”问题，共处理党员干部
71人。

心比金贵
沈德良

8月12日，长沙某公司职员陈小姐在乘坐地铁时，粗心地
将一个装有840万元的支票和重要文件的白色袋子遗失在站
内。就在她急得快崩溃时，长沙地铁2号线万家丽广场站内的
保洁员李桂莲将捡到的失物完璧归赵。（8月13日《湖南日报》）

无独有偶。8月11日， 一位来自湖北孝昌的老人在岳阳火
车站乘车时， 不慎将装有近10万元现金的挎包遗失在车站安
检口。安检员立即通过铁路警方在候车室找到了失主。

心比金贵。李桂莲和岳阳火车站安检员的善行善举，都能
给人以这样的感叹。

之所以说心比金贵， 是他们身上体现着一种朴实的好人
精神。“捡到东西还给失主是应该的。不是我的东西，肯定不能
拿，拿走了良心会不安的。”面对记者的采访，李桂莲的话语虽
朴实无华，却展现出一位普通市民拾金不昧、见利重义、急他
人所急的情操。

心比金贵，是抵御诱惑后的心灵升华。不难想象，这张支
票的金额，几乎是李桂莲40年工资的总和。在飞来横财面前，
坚守为人做事的底线，既反映出这位普通女工高尚的人格，也
让我们见证了这个时代的道德底色。

心比金贵，见证着道德的力量。养成良好的社会风尚，离
不开道德力量的强大支撑。一段时间来，长沙这座城市不断上
演着传递正能量的凡人善举。正是这些真实的凡人、微小的事
迹、朴素的画面，往往最容易让温情被瞬间定格，直抵心灵深
处。这些善举之所以迅速传播、扩散，也反映了当下人们对于
正能量的认可与尊重。这些看得见、摸得着、学得到的凡人善
举， 它所彰显出来的道德力量， 能有力地引导人们从自己做
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崇尚和弘扬道德的力量，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动力。而这样
的道德力量，就蕴藏于每个公民的心中，需要通过每个人的一
言一行来体现,也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参与和实践。

正是像李桂莲、岳阳火车站安检员这样的普通人 ,用自己
的善行善举，诠释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真谛 ,在感动我们
的同时 ,也让核心价值观走入人们的内心 ,引领更多的人把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自己的行为规范, 升华为一种坚定
的价值追求。

我省开展洞庭湖区
地理国情监测

本报8月13日讯（通讯员 伍振 记者 秦慧英）洞庭湖究竟
是怎样萎缩的？洞庭湖区血吸虫钉螺孳生环境有何变化？记者
今天从湖南省地理国情普查领导小组获悉， 我省已于近日成
立“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地理国情监测”项目，对洞庭湖生态经
济区地理国情监测， 这一系列问题将有望在今年10月获得答
案。

据介绍，此次监测旨在为《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制定
具体实施方案、编制重点领域专项规划提供服务。监测人员将
利用多种遥影像感数据， 开展湖泊面积、 水面分布等变化监
测，客观反映洞庭湖区生态环境要素历史变化，形成客观、准
确的监测成果。 主要监测内容包括1955-2014年洞庭湖区的
湖泊萎缩、河道变迁、湖岸（堤坝）变化监测，1973-2014年洲
滩扩张演变及其地表覆盖变化、 血吸虫钉螺孳生环境变化监
测，以及湖泊周边潜在污染源监测等。项目使用的航天航空影
像在100个时相以上。

此项目由湖南省遥感中心、湖南师范大学、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共同承担，目前监测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开展，预计10
月底可完成各项监测任务，发布监测成果。

全省职工
主题演讲比赛落幕

优胜者将代表我省参加全国决赛
本报8月13日讯（记者 邹靖方）近日，由省总工会主办的

全省职工“中国梦·劳动美·我与改革创新”主题演讲决赛在长
沙举行。来自各市州总工会、省直机关工会，省产业工会、省直
属基层工会工作委员会的19名优秀选手参加了决赛。

此次比赛自3月份启动，历时近5个月。全省各级工会根据
要求，分别组织了初赛和决赛，并选派优秀选手参加总决赛。
本次比赛包括主题演讲和回答问题两个环节。 通过激烈的角
逐， 最终来自省直工会选送的宋德臣和省卫生工会选送的罗
斯两位选手获得一等奖， 他们将代表我省赴京参加全国职工

“中国梦·劳动美·我与改革创新”主题演讲决赛。

落实从优待警 加强职业保障

省司法警察基金会
募集1000余万元

本报8月13日讯（记者 沙兆华 通讯员 姚望）记者今天
从省司法行政人民警察基金会获悉，该基金会已募集1000余
万元，将用于抚恤、资助、慰问因公牺牲英模和烈士的家属和
子女及因公负伤、患有重大疾病的警察。

长期以来，我省监狱、戒毒人民警察长期在紧张、危险、困
难的环境下超负荷工作，近10年，我省司法行政系统有18名
警察光荣牺牲，167名警察在职病故，373名警察因公伤残，
301名警察身患癌症等重大疾病。

省司法行政人民警察基金会成立是落实从优待警政策，
加强职业保障的重大举措。近年来，我省相继出台了《湖南省
司法行政人民警察从优待警十条措施》、《湖南省司法厅关于
做好维护全省监狱戒毒人民警察执法权益工作的意见》，从政
治待遇、经济抚助、精神生活、防范职业风险等方面全面落实
惠警措施，保障警察合法权益。

本报8月13日讯 （记者 廖
声田 通讯员 易善任 ） 记者今
天从张家界市物价局了解到，
省物价局近日复函， 同意武陵
源核心景区延长普通票有效期，
并试行淡季观光门票价格5折优
惠， 2014年12月1日起试行， 有
效期两年。

复函明确维持武陵源核心

景区普通票价每人次245元 (其
中观光门票180元， 环保车65
元)不变， 普通票由“一票三天
有效 ” 延长为“一票四天有
效”， 即游客购买普通票， 可在
4日内多次进入景区游览参观全
部开放景点并乘坐景区普通环
保车。 游客在一年内多次游览
核心景区的， 可以采取购买月

票、 季票或年票的办法， 每人
次298元， 具体票种由张家界市
根据实际情况决定。

同时， 明确武陵源核心景
区在当年12月1日至次年2月底，
观光门票价格按50%优惠， 环
保车按30%优惠， 即票价为136
元/人次 （其中观光门票90元，
环保车46元）。

架起民意“绿色通道”

衡阳政协委员工作室
记录群众诉求

本报8月13日讯 （记者 张斌 通讯员 陈云 曾艳）“自从
社区有了‘委员工作室’，我们提意见更方便了。”近日，衡阳市
蒸湘区长湖乡立新二社区的“唐长久委员工作室”，好几位社
区群众向衡阳市政协委员唐长久反映情况， 提出诉求。 到目
前，衡阳市已有12位政协委员建立委员工作室。

衡阳市首批委员工作室分别由衡南县、衡山县、南岳区、
蒸湘区政协和民建衡阳市委培育设立。 委员工作室定期接待
群众，记录群众建议和诉求，随时随地保持渠道畅通。在非接
待日，群众可通过工作室“委员信箱”、热线电话等途径反映问
题。对于具有一定普遍性的问题，将以委员提案、社情民意信
息、专题报告等形式，向党委、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反映，并将
办理情况及时向当事人反馈。同时，还将不定期地组织工作室
委员召开民情恳谈会，督促相关问题及时解决落实。

三湘时评
电子邮箱：hnrbxwplb@163.com

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创新在基层

汉寿 党员干部“接地气” 问题导向解民难

黄金集团 建章立制见实效 东安 让百姓切实获益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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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陵源核心景区淡季门票半价优惠

关爱失学少年
8月11日， 社区专干吴笑敏在辅导陆俊杰 （左） 做作业。 陆俊杰家住长沙市芙蓉区韭菜园街道八一

桥社区。 2010年， 其母离家出走， 其父患病， 家庭无收入来源。 2013年上半年， 读一年二期的他被迫辍
学。 社区了解情况后， 主动与其父和学校沟通， 在当年9月帮助他复学， 还将他家纳入低保救助， 在社
区办公室为他提供学习场地， 安排专干辅导功课。 本报记者 赵持 摄

身边的美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