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月17日讯 （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张海霞）“上声乐课的吴耀文老师
快70岁了，每周给我们义务教学。 他让我
反思：我凭什么不好好改造？”1月15日，长
沙市天心区文源街道的社区服刑人员、因
妨碍公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的王某
向记者表示。

目前，天心区现有在矫人员207人。该

区创新工作方法，让服刑人员由“他律”变
为“自律”，已有327人走回“正轨”。该区司
法局创新入矫前的社会调查评估，实行指
标量化， 把调查事项细化为居住状况、罪
行危害及再犯罪风险等10余项。 入矫后，
工作人员与社区服刑人员一起，量身定制
矫正方案，并通过建立专职人员、家属、志
愿者组成的矫正帮教小组，每周定时定量

安排劳动或教育；并在全省率先为重点社
区服刑人员配备电子腕带，有效防止了服
刑人员脱管漏管。

该区在全省率先建成矫正中心，设置
监控室、 心理咨询室等10多个功能平台，
建立专家团队， 由政府出资购买社工服
务，为社区服刑人员进行心理疏导。 通过
职业教育培训帮助未成年人回归社会。根

据社区服刑人员需求和特长设计公益服
务。 犯开设赌场罪的文某拥有硕士学历，
她选择义务为社区孩子教授英语，获得了
孩子和家长的认可。

6年来， 该区在矫人员未发生一起脱
管漏管事件，解矫人员未发生一例重新犯
罪案件。在去年召开的全国社区矫正工作
会议上，该区代表我省做了经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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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界 阴 5℃～12℃

吉首市 阴 5℃～11℃
岳阳市 多云转晴 5℃～11℃
常德市 阴转多云 5℃～11℃
益阳市 多云 5℃～12℃

怀化市 小雨转多云 4℃～11℃
娄底市 多云 2℃～11℃
邵阳市 阴转多云 5℃～11℃
湘潭市 阴转多云 3℃～11℃

株洲市 阴转多云 4℃～12℃
永州市 多云 6℃～12℃
衡阳市 阴 7℃～11℃
郴州市 多云 7℃～15℃

今天，多云，明天，多云转小雨
北风 2级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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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月17日讯 （记者 李秉钧
白培生 通讯员 黄张策 宋宁芳） 1月12
日， 郴州市总投资9.5亿元的格兰博一期
项目竣工投产， 可年产家用智能机器人
300万台、 实现销售收入60亿元以上，
并提供3500个就业岗位。 当天， 郴州还
有3个投资过亿元的工业项目竣工、 5个
总投资27亿元的工业项目开工。

近年来， 郴州市把项目建设作为实

现工业稳增长、 调结构的重要引擎， 组
织开展“工业项目大会战”。 2014年， 全
市便实施工业项目1231个， 完成投资818
亿元、 比上年增加近30%。 全年有80个
大项目竣工投产， 可新增年工业产值160
亿元。 2014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首次突破3000亿元， 达到3083亿元， 比
上年增长10.6%， 工业总量稳居全省第一
方阵。 郴州市委副书记、 市长瞿海介绍，

该市加大工业招商力度， 重点在先进装
备制造、 电子信息、 新能源等领域开拓，
2014年共承接产业转移项目300多个。

郴州市还实行重大工业项目市级领
导联系负责制， 解决了项目建设中遇到
的很多困难和问题。 2014年2月， 华电集
团投资9亿元， 在宜章太平里兴建风电项
目。 联系这一项目的市领导及时协调解
决征地拆迁、 施工环境等方面问题， 项

目一期工程当年底并网发电， 创造了目
前全省风电项目建设工期最短、 同等规
模造价最低、 当年建设当年投产3项佳
绩。

涉毒者一律“双开”
衡阳县开展禁毒会战专项行

动， 严惩党员、 国家公职人员吸
毒行为

湖南日报1月17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黄周
生) 衡阳县界牌镇党委副书记、 镇长吴某近日违反国家
法律规定吸食毒品， 受到撤销党内职务、 行政撤职处分，
其县、 镇人大代表职务也被依法罢免。

衡阳县公安局负责人告诉记者， 从去年10月上旬至
今年1月上旬， 该县公安机关开展了全县禁毒会战专项行
动， 专门出台“八条铁规”， 对全局各单位及民警在办理
毒品案件、 开展涉毒执法中有关执法规范和纪律要求作
出严格规定， 共查处吸毒人员224人。

今年1月8日新年第一天， 衡阳县召开县政府第一次
政府常务会， 听取和审议了 《衡阳县关于党员、 国家公
职人员吸毒行为的处理办法》， 凡经公安机关认定为吸毒
的中共党员， 依据相关规定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凡经公
安机关认定为吸毒的国家公职人员， 依据相关规定给予
开除处分或解除劳动合同。 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 （含非
领导职务）， 按照干部管理权限， 依据相关规定予以先免
职再给予开除公职处分。 凡经公安机关认定为吸毒的退
休人员， 按相关规定处理。 凡经公安机关认定为吸毒的
村 （居） 民委员会成员、 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 责令其
辞职， 拒不辞职的， 予以罢免。

该县公安局坚持“涉毒嫌疑必检、 涉毒疑犯必究、
涉毒案件必挖、 涉毒公职必查、 涉毒场所必罚” 的要求。
自禁毒会战行动以来， 该局已对400人次各类违法犯罪
嫌疑人全部落实了“逢嫌必检” 措施， 尿检率达100%。
去年全县公安机关已查处涉毒案件494起。 针对国家公
职人员涉毒问题迅速开展了全面摸排， 有9名涉毒公职人
员严格落实到公安机关定期尿检措施。

截至今年1月上旬， 衡阳县历经3个月禁毒会战专项
行动， 已侦破涉毒类刑事案件29起， 抓获涉毒犯罪嫌疑
人40人。 查处涉毒类行政案件165起， 查获吸毒人员224
人， 强制隔离戒毒77人， 缴获毒品1800余克。

湖南日报记者 廖声田
通讯员 蒋献辉 易善任

“要不是他们及时相救，轮流背
我下山，后果真不敢想。 ”日前，来自
上海闸北的游客王广丰父子将一面
写有“爱的奉献，真情为民”的锦旗，
专程送到张家界市武陵源区消防大
队水绕四门中队驻地，对救助他们的
3名消防小伙子表示最真诚的感谢。

1月7日18时30分许，张家界天子
山核心景区已是一片漆黑、 山风四
起。 此时，年近70岁的游客王广丰与
儿子、儿媳3人正沿游道步行下山，因
对游道不熟走得急， 加上山路陡峭，

看不清台阶， 老人渐渐体力不支，抬
脚走路格外吃力，儿子王臻只好与妻
子一道搀扶着老父亲蹒跚下山。

天色越来越黑，路越走越艰难，行
至回音壁景点时， 老父亲已经晕坐在
路边动弹不得。 王臻夫妇心急如焚，只
好拨打天子山景区办事处电话求助，
办事处人员马上接通最近的武陵源区
消防大队水绕四门中队，请求支援。 19
时10分， 中队正在值班的消防战士冯
超、温健东、刘嘉乐接到出警指令。

寒冬夜晚，山里气温骤降，多耽
误一分钟，老人就多一分危险，小伙
子们立即带上照明、 绳索等救援器
具，直奔回音壁景点而去。

水绕四门距离回音壁景点虽只
有1000多米， 但要攀登3000多级石
阶。3名小伙子一路飞奔而上，不到10
分钟就赶到出事地点。 此时，老人身
体非常虚弱，连话都说不出来，王臻
说他们又累又饿又寒冷。 小伙子们来
不及喘口气，立即分工，一个人背老
人、一个人扶着、一个人背行李打手
电，火速下山。

3000多级石阶，3个小伙子不歇
息，轮流接力背，跌跌撞撞竟然走了1
个多小时，直至20时40分，老人被安
全背下山。经景区医疗救护站医生检
查， 老人只是肌肉损伤和体弱饥饿，
并无大碍。

小镇“海哥”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邓永松

1月14日， 天刚麻麻亮， 住在沅陵县沅水边朱红溪
小镇上的张龙海便起了床。 他穿上安监制服、 戴上大盖
帽、 别上“执法” 胸牌， 赶到码头清点人数， 查看进城
船只是否超载。

张龙海爱打更， 好管“闲事”， 心肠热， 不图回报，
小镇老少称他“海哥”。

“海哥” 今年63岁， 是沅陵县北溶乡人， 小时从楼
上摔下， 造成后背残疾。 五强溪库区淹没后， 他搬迁到
了北溶乡政府所在地朱红溪小镇。

上午9时， “海哥” 火急火燎吃完早餐， 便来到小镇
集市。 这天是赶场日， 他要检查有没有商贩争抢摊位。
下午4时散场， “海哥” 回到乡政府， 开始打扫大院卫
生。

“海哥” 是小镇上出了名的“太平洋警察”， 滑坡、
涨水、 堵车、 停水、 停电， 哪里有情况， 哪里就有他的
身影。

2011年底， 离朱红溪小镇8公里的栗子坪垭口一夜
冰冻， 20多台过路车辆被困山下。 “海哥” 凌晨5时得
到消息， 搭便车赶往现场。 了解情况后， 他马上徒步返
回， 一路用喇叭告诉沿线居民前面冰灾和抢修情况。 一
位从宁乡来的小生意人夸奖“海哥”： “这个老头肯管
事！”

“海哥” 心肠热， 乐当勤杂工、 和事佬。 乡政府有
贴标语之类的活找“海哥” 帮忙， 他都乐意干。 镇上谁
家办丧事， 不用上门请， “海哥” 主动去料理， 从不收
一分钱报酬。 邻里闹不和， 他也去调停……

前些年， 落坪村有位农民被疯狗咬伤， 乡亲们把人
抬到河边， 准备搭船去县城急救。 几趟船家靠岸了解情
况后， 都不愿搭载。 “海哥” 赶来， 硬是拦下一条客船，
使老乡及时得救。

“海哥” 的妻子去世早， 为送女儿读书， 他宁愿贷
款6000多元支付学费， 也不向政府和村委会诉苦要照
顾。 在“海哥” 家， 除一间矮木房和几件简陋家具外，
至今连电视机都没有。

2010年， 乡政府聘用“海哥” 到乡安监站工作， 专
管过年过节打更、 每月6次赶场和每天客船安全管理。

“我现在是预备党员。” 接受采访时， “海哥” 向记
者透露心思， “我入党是为了更好地为大家服务， 报答
党和政府对我多年来的关照。”

教得怎样 一听便知
湖南工程学院实行领导

干部听课制度
湖 南 日 报 1月 17日 讯 （记 者 曹 辉 通 讯

员 李艳红） 湖南工程学院1月上旬公布了2014年
下学期处级以上干部听课情况。 一学期下来， 该
院100多个副处级以上干部共到课堂听课836节。
这次公布的情况包括听课人姓名、 听课次数、 所
听课程名称、 任课教师、 班级、 应到人数、 实到
人数、 到课率、 听课时间等。 该院认为， 干部听
课对提高课堂教学质量起到了积极作用。

湖南工程学院将2014年定为“学风建设年”，
狠抓日常教学和学风建设。 学院经过几次研讨，
认为学风建设与师德师风建设密切相关， 课堂教
学是直接体现教风学风的场所， 教师教得好不好，
学生学习认不认真， 是二元互动的。 教师只有教
得好， 学生课堂到课率、 抬头率才能有保证。 为
此， 学院出台了领导干部听课制度， 要求校领导
及教务处、 教学院、 其他职能部门负责人每学期
深入课堂听课4至8次， 听课时要带好听课本， 填
好表格， 做好记录， 教务处每月予以公布。

从执行情况看， 湖南工程学院领导干部认真
履行听课职责， 积极反馈课堂情况， 很多人超过
了规定听课次数。 如机械工程学院党总支书记谢
骐一学期听课19次， 管教学的副院长卿上乐听课
17次。 谢骐说： “听课本来就是深入教学一线、
深入师生的必要工作， 就算学校不规定， 我们也
会经常到课堂去， 掌握第一手情况， 有针对性地
做好管理与引导工作。”

大事小事 村民作主
汉寿推行“3+N”村民自治管理

湖南日报1月17日讯 （记者 李寒露 通讯员
陈集亮 徐德清 曾文杰） 1月15日， 汉寿县蒋家嘴
镇三房湾村村部会议室里， 村里100余名党员、 村
民理事会成员坐在一起， 认真审议本村年度财务
报告、 村党支部书记述职报告和全村2015年一季
度工作规划， 不时进行激烈讨论。 据了解， 汉寿
县在常德率先推行“3+N” 村民自治管理以来，
这样的场景在农村基层经常可见。

2014年， 汉寿县结合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 按照常德市委关于推进“美丽乡村”
建设的要求， 结合实际， 创新推行“3+N” 村民
自治管理模式。 “3” 即村党支部、 村委会、 村民
自治理事会， “N” 指村监委会、 专业合作组织
和协会等民间自治组织。 推行“3+N”， 即“党支
部领导、 理事会做主、 村委会办事”， 把过去村支
两委包揽统管的事物交由群众做主管理。

汉寿县先在蒋家嘴镇三房湾村、 大南湖乡金
盆岭村、 朱家铺镇江东村3个经济基础较好、 村党
组织得力的村进行村民自治试点， 再在全县逐步
推广。 村里推举热心公益的村民担任理事会成员，
理事会在村党组织领导下开展工作， 参与监督村
里党务、 村务、 财务公开及其他工作。 同时打破
村民小组局限， 根据人口分布情况， 把一个村分
成两到三个自治小区， 分别选出相应的小区自治
理事会， 开展小区网格化自治管理。 蒋家嘴镇三
房湾村退休教师王智生说： “以前选了村干部就
没事了， 现在对村里大事小事， 我们都有发言权
了。”

湖南日报1月17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杨振兴 李专）一份三年一签
的合同，4000元底薪加提成的丰厚
薪资，担任技术主管的诱人职务……
这一切让刑释人员王自成心花怒放。
1月上旬， 岳阳监狱举办的刑释人员
专场招聘会上，江西黑马足球公司使
王自成圆了就业梦。

王自成因犯抢劫罪被判有期徒
刑6年。在岳阳监狱服刑期间，他从事
的劳动改造项目便是足球包边高机
缝合，在监狱开展的“五小”科技创新
活动中担任技术骨干，有效优化了工
艺流程， 使足球产量提高近两成，产

品合格率达98%以上，成为监区的产
量、质量“双冠王”。去年10月，王自成
刑满释放，年仅22岁的他渴望重写人
生，多次求职未果，他只能靠打零工
维持生计。监区民警得知江西黑马足
球公司正在高薪聘请技术人才，于是
牵线搭桥，促成了这次现场招聘。

近年来，岳阳监狱坚持把降低刑
释人员重新犯罪率作为衡量监管工
作的“首要标准”，充分利用监管、劳
动、教育三大改造手段，建立出监职
业技能培训中心，定期开办服刑人员
出监职业技能培训班，让服刑人员不
仅在劳动中戒除各种恶念、 陋习，还

掌握一门过硬的谋生技能。近3年，他
们先后联合当地人社部门和技术培
训院校，开办电焊、电工、维修、烹饪
等培训班30余期， 培训服刑人员
1500多名，99%的学员获得国家劳动
部门颁发的职业技术等级证书。该监
狱还联合地方司法、民政、人社等部
门积极探索刑释人员无缝对接机制，
为他们顺利回归社会搭建“一站式”
服务平台， 先后邀请40多家社会企
业，来狱举办大型服刑人员就业援助
专场招聘会4场，为200多名刑释人员
顺利找到理想工作，将他们“扶上马，
送一程”。

老百姓的故事
中国新闻名专栏

项目建设引领发展
郴州开展工业项目大会战，规模工业总产值突破3000亿元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天心区社区矫正“量身定制”

搭起“回归之桥”
岳阳监狱让刑释人员出狱进厂

七旬老人晕坐张家界景区动弹不得，3名消防战士闻警施救———

摸黑背游客下3千级石阶

1月17日上午， 施工人员利用晴好天气， 抢抓工程进度。 江华瑶族自治县涔天河水库扩建工程自2014年12月12日
开工以来， 每天完成1万立方米以上的填筑量， 确保4月底前大坝填筑高程达到277米。 黎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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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165 1040 17160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326 173 56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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