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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市州
新闻

张家界 晴 14℃～25℃
吉首市 晴 14℃～26℃
岳阳市 多云 15℃～24℃
常德市 晴 14℃～25℃
益阳市 晴 16℃～26℃
怀化市 晴 13℃～26℃

娄底市 晴 14℃～26℃
邵阳市 晴 14℃～26℃
湘潭市 晴 14℃～25℃
株洲市 晴 15℃～27℃
永州市 多云 16℃～26℃
衡阳市 多云 18℃～26℃
郴州市 多云 16℃～26℃

长沙市
今天到明天，晴天
北风 2级 14℃～25℃

通讯员新闻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星期三２０14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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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21日讯 （记者 白培生 通
讯员 陈文军 廖小元）“自从有了公共租
赁自行车， 我的生活变得更方便了。”10
月19日， 正在郴州市五岭广场公共自行
车租赁点取车的市民邱大志高兴地说。
据了解，今年以来，郴州市大力压缩公务
接待、公务用车、公款出国(境)等“三公”
经费，留出更多资金用于民生项目，其中
投资618万元建设的市城区公共租赁自
行车系统，就是今年7月建设的一项惠民
工程。

在年初预算中， 郴州市将各市直预

算单位公务接待经费支出额度， 按去年
实际发生数压缩20%安排， 共压缩经费
3000万元。此前，该市已连续7年实现公
务接待费零增长。公车支出方面，今年市
财政在年度预算中不安排车辆购置资
金，仅这一项就压缩经费400万元。同时，
通过清理清退超标超编公务用车110辆
和违规借(换)车辆49辆，核减公车维修费
720万元。

郴州市还就市直机关差旅费、 会议
费、培训费、外宾接待经费等出台管理办
法，给公务开支戴上一道“紧箍咒”。今年

1至9月， 全市“三公” 经费支出下降
22.09%，其中市本级“三公”经费支出下
降37.53%。

在大动“三公”开支“奶酪”的同时，
郴州市不遗余力做大民生“蛋糕”。今年1
至9月， 全市涉及民生的支出达到152.9
亿元，同比增长12.7%。为继续实施好
“民生100工程”，今年该市各级财政筹
集60多亿元， 投入101项民生工程建
设，涉及富民增收、宜居安居、交通通
畅、社会保障、扶贫解困、全民健康、便
民服务等方面，在更宽领域、更高水平

上实现保障和改善民生。
目前， 今年郴州市已发放城乡低保

补助资金5.61亿元， 惠及36.7万困难群
众；完成住房保障支出7.3亿元；累计救助
大病患者1.83万人次， 发放救助资金
7287.51万元。

本报10月21日讯 （记者 徐典波 通
讯员 梁先映 李卓） 岳阳市岳阳楼区民
政部门100多名干部深入社区走访，按章
办事，查漏纠错，有效解决低保户清理难
题。截至10月中旬，该区动态清退4100
余名不符条件的低保户， 将符合要求的
近2000人纳入低保范畴，广受群众好评。
这是该区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中抓整改落实、 建章立制取得的一个成

效。
今年来， 岳阳楼区把建章立制作为

切实联系、服务群众的重中之重。为突出
作风建设， 回应群众关切， 创新出台了
《加强全区审计工作的意见》等6项制度；
将中心城区文明创建、基层矛盾纠纷、信
访等5个方面列入制度建设的重点。共清
理规范性文件和制度630项，梳理废止92
项，修订181项，新建86项。针对当前社区

管理难的现状， 出台推进基层工作创优
服务的 《关于加强社区管理的意见》
“1+6”系列文件，着力从人、财、物、事规
范社区管理。聘用社区工作人员实行“凡
进必考”制度，杜绝了“打招呼”、“批条
子”进人的现象。设立社区工作站，实行
绩效考核，由财政统发人员工资报酬。社
区管理进一步规范， 服务水平得到有效
提升。

该区区纪委、 区委督查室先后20多
次开展制度落实情况专项督查， 每两个
月下发一次督查通报。 对21名违反作风
纪律的工作人员进行了严肃处理， 立案
查处2案2人， 对16个作风建设不力的单
位在全区进行通报， 有力推动了各项制
度的执行与落实。今年上半年，在全省综
治民调排名中， 该区与去年同期相比上
升56位，为近3年来最好成绩。

“结亲”白山坨
本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金中平 伍丹

“欢送亲人回省城，握手告别道真情……”10月20日，
溆浦县思蒙乡白山坨村的村民们唱着当地歌谣，围着省城
来的亲人，久久不愿离去。

10月13日， 省委党校第47期中青班第2学习小组10名
师生来到这里，开展“驻村入户体察民情”体验式培训。一
周来，他们与当地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由“客人”变成
了“亲人”。

帮手：打通出山便捷路
在村里走访中，中青班学员、省公路管理局党委委员、

纪委书记崔慧彬得知， 白山坨人一直沿着一条小溪上下
山，修一条出山公路是全村人最大的愿望。从2000年开始，
村民自发筹资修路，但至今只修了一半。

“老乡，我们也来‘搭把手’，你来当老师教我修路。”10
月15日一大早，从崔慧彬那里听到情况后，中青班学员们
来到了修路的村民中。党校科社教研部主任何隆德请村民
向延兴教他用锄头、箢箕的“要领”。学员们与村民们分工
合作，干得热火朝天。

一天劳动下来，学员们手上起泡，一身酸痛，但白山坨
村人修路的精神感染着他们，他们决定筹资80万元并提供
100吨水泥，为白山坨村修好出山公路。

牵手：留守老幼遇亲人
白山坨村是省级贫困村，山多地少，外出务工是村民

主要收入来源，留守在家的多是老人、儿童。中青班学员走
访慰问留守群众，给他们带来了温暖。

3组儿童严丽华，父母在2010年溺水身亡，她与爷爷奶
奶相依为命。为帮助这个孤儿，省建工集团四公司党委书
记汤平决定将她带回长沙读书。

1组老人刘玉林本是邵阳人，自小流浪来到思蒙，晚年
生活困难。得知有老乡在村里，邵东县委副书记、县长沈志
定以“娘屋人”的身份，送给她1000元，还用家乡话同她交
谈。老人感动地说：“老家没有什么亲人了，你就是我的娘
屋人啊。”

省委党校、省行政学院学院部主任潘一丹介绍，几天
来，学员们共为困难家庭帮扶了1万元。

扶贫还需扶智。 省总工会财务部部长张惠东表示，将
力所能及地帮农民提供一些职业技能培训。吉首大学财务
处处长张兰芳建议，加大对村里的教育投入，实施“一户一
个大学生”计划，至少要培养一个高职生，这样才会斩断穷
根。

联手：发展旅游富乡亲
要改变白山坨村落后面貌， 必须找到对路的产业支

撑。通过实践劳动，学员们为村里发展献计献策。
“白山坨山清水秀，可好好规划发展旅游业。”韶山市

委书记向敏说，溆浦是革命老区，自然风光优美，发展旅游
业得天独厚。献计献策会上，溆浦与韶山市、邵东县决定结
成兄弟县市，以后加强交流合作。

“为旅游着想，靠旅游吃饭。处处打造景点，人人都是
导游。”溆浦县委书记蒙汉介绍，今年2月思蒙成功创建为
国家湿地公园，而白山坨村位于思蒙湿地公园腹地，是度
假旅游的理想场所。

围绕道路、饮水、教育、旅游等，学员们提出了30多条
意见、建议。

“戏窝子”常德迎来
300京剧票友亮嗓

本报10月21日讯（记者 刘也 通讯
员 彭美君）10月21日，为期4天的“德成
杯” 全国京剧票友演唱汇在常德市白马
湖文化馆落幕。来自内地19个省市及台
湾地区的300余名京剧票友聚集一堂，
为观众带来京剧视听盛宴。

活动现场，《大唐贵妃》、《粉墨登
场》、《常德是国际花园城》等传统京剧及
现代京戏相继上演， 字正腔圆， 韵味十
足，让观众大饱耳福。李炳淑、奚中路等
老一辈京剧名家也亮相现场。72岁的李
炳淑是当代京剧梅派艺术家， 此次带来
了《穆桂英挂帅》、《龙江颂》，赢得满堂喝
彩。

湖南常德与四川西贡、 福建莆田并
称全国三大“戏窝子”。目前，常德京剧协
会有票房12个、会员1200人、票友戏迷
近3000人。常德市文联副主席殷习清介
绍，举办此次活动，不仅活跃了常德群众
文化娱乐生活， 也给各地京剧票友搭建
了一个展示技艺的平台。

本报10月21日讯 （周俊 谢立松
段云行）10月21日，冷水江市中连乡青
云村种养大户老姜数着一摞刚收到的
货款，脸上乐开了花，他感慨道：“作为
省级贫困村，大家做梦也没想到能赚到
这么多钱，搭帮政府扶持我们搞了田鱼
养殖和无公害蔬菜基地！ ”这是冷水江

积极开展产业化扶贫的镜头之一。
近年来， 冷水江转变以往单纯的

物资帮扶形式，依托专项扶贫、行业扶
贫、社会扶贫等方式，以整村推进、连
片开发、产业扶贫为重点，提升贫困对
象的自我发展能力。 通过“授人以渔”
的方式， 帮助贫困地区构建经济产业

支柱，拓宽增收道路，实现脱贫致富。
充分发挥当地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
以瑞生源、富康油茶、汇美天下苗木等
农业龙头企业为依托， 帮助农户建立
初级农产品种养基地。 产品直接由企
业收购，解决了农户“种什么”、“怎么
种”、“去哪卖”等难题。

压缩“三公”不遗余力

建章立制取信于民

10月20日，桂阳县方元水库已经干涸见底，该水库是桂阳县城主要供水点之一。今年8月底以来，桂阳县已经连续两个月滴雨未
下，大部分农作物受旱，县城供水严重紧缺，市民被分区限量供水，所有洗车、洗浴行业全部停水歇业。 欧阳常海 摄

冷水江产业扶贫“授人以渔”

郴州市

岳阳楼区

桂阳干旱，县城叫停洗车

“种什么”“怎么种”“去哪卖”迎刃而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