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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15日讯 （记者 陈永刚）长
沙县福临镇的刘玉英娭毑，10月14日在
该镇政务大厅拿到了新办的《老年优待
证》。过去，该县23个镇街年满65周岁的老
年人，都需要到位于星沙的县政务中心统
一办理《老年优待证》，偏远地方的老人坐
车就要二三个小时。在开展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中， 长沙县民政局立行立
改，从7月中旬起，所有《老年优待证》可直
接在所属镇街办理。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
来，长沙市聚焦“四风”，顺应群众热切期
盼，集中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取得了实实
在在的成效。

“这个奖杯，那个奖杯，真的不如老百
姓的口碑”。长沙市开展专题调研，全面清
理各类评比达标表彰活动。 从今年起，长
沙市要求所有部门和单位不得自行设立
和开展新的评比达标表彰活动。 到9月25
日止， 和去年同期比全市共减少会议

27.2%，减少简报、内部刊物187个，减少评
比达标表彰活动781个， 减少各类领导小
组和议事协调机构1305个。

长沙把党政机关办公用房清理工作
作为集中整治“四风”的重要抓手，全市共
腾退超标办公用房173850平方米。 该市
将腾退的超标办公用房集中后统一进行
统筹调配，优先安排长期在外租房和办公
用房紧缺的单位，市知识产权局、市文广
新局等8家在外租房的市直单位搬回机关
大院，年节约租金190余万元。

今年以来，长沙市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作为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的突破口，大
力推进简政放权，致力将长沙打造成为“审
批事项最少、审批效率最高、服务质量最优”
的城市之一。全市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
249项，下降58.2%；县（市区）、乡镇（街道）、
村（社区）三级共建立便民服务中心1547个；
共有780个单位公开和简化了办事程序，占
单位总数的100%； 共查处刁难群众典型案

例35件，查处37人。
为了刹住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出境这

一歪风邪气，长沙先后出台了《关于进一
步规范国家工作人员因公临时出国的实
施意见》、《长沙市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
实施办法》等文件，严格接待费支出审核，
实行工作餐制度。今年全市“三公”经费同
比下降27.3%；全市因公出国（境）批次同
比下降56.9%。

数说成效
●共查处在公务活动和节日期间赠

送、接受礼品、礼金和各种有价证券、支付
凭证的问题39个，查处44人；查处公款大
吃大喝、参与高消费的问题47个，查处54
人。

●清理清退超编超标配备的公务用
车1446辆， 调整清理多占办公用房面积
173850平方米， 停建楼堂馆所34个、面
积102503平方米。

●叫停“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49
个，查处弄虚作假的问题8个，查处3人。

●整治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共减
少收费、罚款项目201个；查处乱收费、乱
罚款 、 乱摊派问题 114个 ， 涉及金额
55147.3万元，查处67人。

●整治落实惠民政策缩水走样。查纠
城乡低保错保漏保806人，新增城乡低保
13067人；查处违规纳入农村危房改造的
52人、 违规纳入城镇保障性住房的436
人；查处落实惠民政策优亲厚友、以权谋
私的案件206件，查处406人。

●查处乡镇干部“走读” 12人，清理清
退“吃空饷” 410人；主动上交“红包”及购
物卡的干部1103人， 上缴金额1504万元，
查处42人，查处金额151.4万元；查处党员
干部参赌涉赌案件71件，查处80人；查处利
用婚丧喜庆等事宜借机敛财案件57件，查
处65人；查处违规设置“小金库”案件23件，
查处金额7722.9万元。

把海洋权益
扎根在灵魂深处
� 湖南动员部署第八次全国国防

教育系列活动
本报10月15日讯 （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周梓霞 罗

旦）今天上午，湖南省“强我国防、兴我中华”国防教育系
列活动动员部署会在长沙召开。省军区副政委刘建新、省
军区政治部主任姜英宇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上宣读了湖南省《关于参加“强我国防、兴我中华”
第八次全国国防教育系列活动的通知》、《湖南省国防教
育媒体通联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表彰通报》和《湖南
省“情系国防好家庭”表彰通报》。

会议要求各单位要积极组织广大干部群众踊跃参加
即将开展的“维护海洋权益，共建强大国防”主题征文、

“中国海洋国土和防卫政策”知识竞赛以及“关心国家安
全、维护海洋权益”国防科普报告会活动，为下一步全国
开展系列活动提供经验。

为配合此次活动，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国防科普委员
会遴选了12名专家教授组成国防科普报告团，各地、各单
位可邀请报告团成员为当地干部群众作国防科普报告。
本次活动结束后， 国防科普报告将作为常设活动继续开
展，主要面向中、高等学校、民兵预备役部队和少年军校
等单位。

刘建新强调， 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这次
活动的重要意义，必须真抓实抓国防教育的具体举措，通
过海洋教育将海洋权益的种子撒在国民的精神土壤上，
扎根在我们民族的灵魂深处；要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切实推动国防教育系列活动进机关、进学校、进社区、进
企业、进乡村、进家庭，使之再上一个新台阶 。

会议对湘潭“板凳妈妈”许月华、抗美援朝老战士龙
明召等我省18个“情系国防好家庭” 进行了表彰。

长沙：顺应群众期盼 扎实整改到位
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晒晒整改成绩单

（上接1版②）
王志群说，国家设立“扶贫日”，有助于构建政府、市场、社会

协同推进扶贫开发的工作格局，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人心向
善的传统美德，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个“扶贫日”
活动期间，我省将开展社会扶贫先进表彰、百企产业扶贫项目启
动、“心系扶贫”百万群众签名、献爱心扶贫捐赠等活动。

（上接1版①）
当前，湖南的发展正处在爬坡过坎、攻坚转型的关键时期。

唯有“坚持常抓不懈、常抓常新，持续用力、久久为功，推动形成反
‘四风’、改作风的新习惯新常态”，才能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
水平，才能为推进“四化两型”建设，实现“三量齐升”目标，实现全
面小康增添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开弓没有回头箭。对湖南来讲，作风建设是攻坚战，也是持久
战，我们不能退也退不起，不能输也输不起，否则不仅不可能从根本
上解决问题，而且会导致作风问题再次反弹甚至愈演愈烈，最后失
信于民。对于这一点，全省党员干部都要有一个清醒认识。

在这样一场输不起的战斗面前，我省各级干部务必要做到“六
个切实”。切实增强管党治党意识，严格落实从严治党责任；切实强
化固本培元和制度约束，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切实
强化党性锻炼，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切实做到抓常抓细抓长，持续深
入反“四风”、改作风；切实严明党的纪律，务必从严管理干部；切实
织密群众监督之网，充分发挥人民监督作用。

“有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轫而不及泉，尤为弃井也。”历史
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作风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我们相信，在
省委的坚强领导下， 在全省党员、 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
下，湖南一定能按照中央要求，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抓党
建，继续打好党风建设这场硬仗，以好的作风保障各项工作顺利
开展，以新的实际成绩续写新的篇章。

10月15日，宜章县星火广场的直饮水设备吸引了过路小朋友。今年，该县投资60万元，在县城区人流集
中的公共场所、街道设置了20台直饮水设备，将于月底正式投入使用。

本报记者 赵持 通讯员 李茁 摄影报道

（上接1版③）
改革产业扶贫方式。按照“资金跟着穷人走、穷人跟

着能人走、穷人能人跟着产业走、产业跟着市场走”的思
路，改普惠政策为差异化扶持政策，改“给钱给物”、打卡
到户为直接帮扶、委托帮扶和股份合作，鼓励贫困地区
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与贫困农户建立利益
联结机制。芷江侗族自治县探索“扶贫对象+龙头企业+
银行”模式，由县扶贫办牵线、和翔鸭业担保，每个贫困
户从县农行贷款5万元作为股本， 投资到和翔辉鸿养鸭
合作社发展芷江鸭养殖。 今年3月，94个贫困户每户分
红4000元。

精准扶贫，斩断“穷根”。到2013年底，我省贫困地区
全面融入全省4小时经济圈，所有具备条件的行政村基本
实现通公路目标，贫困村实现通电率100%，绝大多数贫
困村基础设施得到巨大改善。51个国家和省扶贫开发工
作重点（片区）县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5137元，近3年年均
增长16.0%，高出全省平均增幅1.8个百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