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8月6日讯 （记者 戴勤
蒋剑平 通讯员 罗佳成 曹良海 ）日
前， 隆回县油茶办党员干部文卫元一
大早赶到北山镇大塘村油茶种植基
地，指导种植户对油茶施肥、除草、防
治病虫害。

群众富不富，关键看党员干部。隆
回县有1800余个党组织、3.7万余名党
员。 为了让广大基层党组织和党员成
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火车头”，该

县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切实抓
好党员学习，提高其综合素质。县里充
分运用隆回党建网、手机报、电视台、
微信、短信、远程教育平台、党建QQ群
等现代传播途径，拓展学习渠道，并聘
请专家讲党课、开设网络课堂等，打造
一支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突出、能
带领群众发展的党员干部队伍。同时，
全面落实党员承诺践诺制度。 党员们
根据各自不同岗位特点， 作出工作承

诺和社会责任承诺。 并推动机关党组
织进农村、社区，集中解决基层遇到的
困难和问题。

隆回县还将“两学一做”与精准扶
贫相结合， 在脱贫攻坚中充分发挥党
员的引领示范作用。党员根据自
身专业特长为贫困群众出谋划
策，根据贫困户需求制定切实可
行的脱贫计划和措施，帮助困难
群众脱贫致富。今年来，全县党

员干部走访群众30余万户，解决难题
1500余个。在党员干部带动下，全县
发展种植龙牙百合1.2万亩、特色果蔬
14.5万亩、油茶4.2万亩，并对1万亩金
银花进行了品改。

隆回 学在课堂 干在地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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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盛夏的吐鲁番葡萄串串，瓜果飘香。位于吐
鲁番市高昌区的吐鲁番沙疗中心， 每天一大早
就热闹起来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沙友”相聚在
沙丘上，或躺、或埋、或睡，互挖一个埋沙的坑
穴，互递一壶热水，互送一块西瓜，一口口甜在
心里；人们操着天南海北的口音，在阳光下“聊
沙”，笑声阵阵。

沙疗，是吐鲁番人利用当地独特的光热资
源和气候条件所创的一种治疗方式。 每年6月
至8月，是沙疗的最佳时节，吸引了不少游客前
来享受沙疗。

7月24日中午时分，在吉他的伴奏中，一阵
悠扬的歌声从高昌区亚尔镇上湖村吐尔地·买
买提的农家小院里传出来。

顺着歌声走进去，只见穿着各族服饰的群众
围坐在一起， 听着乌孜别克族游客艾海提·加马
力弹唱的歌曲，不由得鼓起掌来，站在一边的维
吾尔族姑娘还跳起了喜庆的买西来甫。

艾海提·加马力告诉记者，每年夏季，他们一
家人都会来吐鲁番埋沙，并住进当地居民开办的
家庭旅馆里。在这里居住的“沙友”来自南北疆各
地，还有一些是从内地过来的游客。“这个院子里
住了50多个人，大家相处得非常好，我们成了朋
友，还保持电话联系。”艾海提·加马力只要不去
埋沙，就给大家弹唱自己改编的歌曲。

“吐鲁番是个神奇美丽的地方，这里的维
吾尔族群众热情好客，勤劳善良。”来自北京的
游客张如梅连续第三年来到吐鲁番沙疗。埋沙

之余，她经常和各族游客聚在一起，唱歌跳舞，
亲如一家。

张如梅告诉记者，来吐鲁番前，她也曾担忧
过新疆的安全。 经朋友介绍来到吐鲁番沙疗，住
在当地维吾尔族群众家中。 三年让她对吐鲁番、
对新疆有了更深的了解。“房子的主人把屋子给
我们住，他们暂时住到了亲戚家里，我们遇到什
么困难，他们都主动帮助我们。周边的邻居也非
常友善，做了好吃的撒子、馕都给我们送来，前几
天邻居还送来了新鲜的骆驼奶让我们品尝。”

为了让游客能够感受到吐鲁番人的热情，
并在这里安心沙疗。当地政府和群众不断完善
设施、美化环境、提升服务质量。

上湖村村民来提帕·依沙木丁在沙疗中
心附近经营家庭旅社， 她把自家客房打扫的
格外干净，还在院子里搭起了大板床。来埋沙
的游客喜欢住在她的家里， 除了每天固定的
两三个小时埋沙时间，其余时候，大家伙都聚
在院子里的大板床上， 盘腿而坐， 或引吭高
歌、或翩翩起舞。

来提帕·依沙木丁说：“我开这个家庭旅馆
已经14年了，去年接待了一千多人，收入有四
五万元。这都是党的好政策。我们各族群众好
好相处，日子才能过得更加红火。我要为游客
做好服务， 让他们感觉就像住在自己家里一
样，住在这里，我们都是一家人。”

上湖村党支部书记吾买尔江·阿不都热依
木介绍说，依托丰富的沙资源，上湖村村民在

政府带领下，逐步开发了家庭旅馆，从前的十
多家发展到现在50多家。村委会也会不定期的
举办各类歌舞联欢和麦西莱甫表演，丰富游客
沙疗的生活。

吾买尔江·阿不都热依木说：“农闲的时候，
我们会组织村民培训，给他们讲民族团结、礼仪
接待、讲卫生知识和管理措施等，让他们不断提
升自己。现在党的政策越来越好了，政府对我们
上湖村沙疗经济也加大了支持力度， 我相信，在

大家共同努力下，游客会越来越多。这里也不仅
仅是为游客看病、保健做好服务，也会成为休闲
度假的好地方。”

时光荏苒，道不尽的是民族情；岁月如梭，
走不完的是团结路。吐鲁番市坚持把民族团结
进步事业作为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大事，
紧紧围绕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
展”主题，大力推动实施了文化引领、连心互
助、微观治理、双语教育、就业保障、教育转化、

宗教和谐、扶贫攻坚、致富增收、转型升级“十
大工程”，以此作为载体和抓手，全面动员开展
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市。民族团结教育
月、双拥共建、进农家干农活暖民心、创建民族
团结进步模范单位等一系列独具特色的主题
实践活动， 推动了吐鲁番市经济社会加快发
展，促进了全市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使得
“三个离不开”的思想深入人心，形成了各民族
团结和睦、相融共生的局面。

沙疗小镇 幸福人家
吐鲁番日报记者 王小静 吐鲁番人民广播电台记者 袁艳

� � � �库木塔格沙漠游人如织。 张永禄 摄

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实习生 栗哲

小区公共部分和共有设施被物业
擅自用来对外经营营利，如果您是小区
业主，该如何维护自身权益？遇到这种
情况的长沙市开福区金鹰城圣爵菲斯
小区业主王先生选择了向小区物业主
管部门长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投诉，结果问题并未解决，王先生遂以
行政不作为为由将长沙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委员会告上法庭。8月2日， 此案在
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该小
区物业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小区游泳池被物业擅自
用来对外营业收费

“自2004年以来物业公司已经私
自将我小区公共游泳池用于对外经营
谋利长达十年之久。自2015年5月份，
物业公司又将游泳池租赁给长沙金贝
体育设施工程有限公司经营。 而十年
来的收益至今从不公布账目也没有交
给业主。”8月2日，在开庭现场，王先
生向记者讲述了事情经过。

谈起物业这一行为对业主的影
响， 王先生告诉记者， 现在是酷暑季
节，每到晚上，小区门禁大开，很多附

近的居民三四个人穿着游泳裤骑着一
辆电动车或者摩托车在小区里穿行。
业主的公共利益受到侵害， 小区的安
宁和安全受到严重影响。

王先生提供的行政诉讼状称，除
了游泳池， 小区物业公司还将小区公
共绿地和公共道路改为停车位收费，
利用小区环境允许婚纱摄影公司进行
摄影活动并收费， 允许多家商业机构
到小区公共区域进行商业推广活动并
收取费用， 以及让分众传媒等广告公
司在小区电梯和楼道投放广告并收取
费用等行为。

住建委： 没有证据证明
物业违法

“《物业管理条例》规定，利用物业共
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进行经营的，应当
征得业主大会同意，否则，由房地产行政
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并处
以罚款。”2015年7月， 王先生据此向长
沙市住建委举报，要求依法处理。

庭审中，长沙市住建委表示，对原
告的举报进行了调查核实， 并书面回
复了原告， 由于并无证据证实小区物
业服务企业存在违反《物业管理条例》
的相关规定， 不符合行政处罚立案条
件，因此未对物业进行立案处罚。

“他们对我要求书面答复的意见
没有任何回复。 物业公司采取游击战
术，上午有人检查，就假装关门停业，
下午执法人员走了， 他们就正常经
营。”见举报并未取得满意结果，2015

年8月5日，王先生向长沙市住建委写
了第二封举报信，但问题依然没解决。

“长沙市住建委的执法未能制止和
纠正物业公司的违法行为，而物业公司
侵害小区业主利益的事情不但没有收
敛反而愈演愈烈。”王先生告诉记者，这
次诉讼请求法院判定被告长沙市住建
委不履行法定职责“对第三人违法行为
进行处理”的不作为行为违法；判令被
告对第三人擅自利用物业共用部分、共
用设施进行经营的行为进行处罚。

法院不予受理 ： 半数
业主同意才能起诉

侵犯王先生权益的是小区物业，
王先生为何把住建委告上了法庭？王
先生坦言， 状告长沙市住建委实属无
奈选择， 之前就将小区物业告上了法
庭，可是法庭后来判定不予受理，这才
向长沙市住建委举报， 其未能有效履
行法定职责、进而将其告上法庭。

2014年6月， 王先生向开福区人
民法院就小区物业湖南影视会展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使用小区共用部分营利
一事提起诉讼，请求停止侵权、公开账
务、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害等。开福区法
院一审判决要求物业停止利用共有设
施和公共部分营利的侵权行为， 并向
小区业主公布利用小区公共部分和共
有设施经营的收支情况， 驳回王先生
的其他诉求。因对判决结果不满，王先
生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015年1月，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

院作出终审判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纠纷案件具
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四
条规定， 建设单位或者其他行为人擅
自占用、处分业主共有部分、改变其使
用功能或者进行经营性活动， 权利人
请求排除妨害、恢复原状、确认处分行
为无效或者赔偿损失的， 人民法院应
予支持。 但是涉案游泳池等属于小区
的公共部分， 至少半数业主同意并经
过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主张权利才
能提起诉讼。 王先生以个人名义提起
诉讼没有法律依据，法院不予受理。开
福区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予以纠正。

律师建议将其他业主
追加为共同诉讼人

“法院对要求起诉的条件苛刻，如
果1000个业主里面只有499个业主在
家，501户不在， 那么这499户就看着
共有权利被侵占而不能起诉吗？”王先
生告诉记者，目前，长沙地区此类案件
很多，由于很多业主都在外地，根本无
法找到多数业主共同讨论， 只能看着
自己的合法权益被侵害也没办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
见》第56条规定：共同财产权利受到
他人侵害，部分共有权人起诉的，其他
共有权人应当列为共同诉讼人。”王先
生的代理律师告诉记者， 长沙中院审
理此案期间，自己曾据此提出：如果法
院认为其他业主也应当参加, 应直接
将其他业主追加为共同诉讼人。 但法
院未予采纳。

由于案情复杂，8月2日， 岳麓区人
民法院没有当庭宣判。湖南日报记者将
密切关注案情进展，进行跟踪报道。

湖南日报8月6日讯 （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朱意如 汤惠芳） 日前，
一场围绕“学习党章党规、系列讲话，
争做合格党员” 的知识考试在中方县
进行， 来自县直单位、 国有企业的
2217名党员分赴8个考点参加考试。
当地非公有制企业及社会组织， 各乡
镇、各村（社区）的党员也将相继参加

考试。
考试以部门、乡镇和村组为单位，

采取“统一命题、 人手一卷、 闭卷答
题”、“大分散小集中” 的方式进行，参
考人员需在90分钟内完成答卷。考试
结束后， 试卷将密封送往中方县学习
教育协调小组统一阅卷， 考试成绩通
过邮件发给各单位。 考试结果将纳入

单位基层党建考核和党委（党组）书
记、 基层党支部书记抓党建工作述职
评议内容， 并与党员个人年底绩效考
核、晋级、晋职、评先等挂钩。对考核未
通过或因病因事未能参加的党员，将
择期开展集中补考； 对年老体弱的老
党员，则进行移动送学送考；对农村流
动党员，通过邮寄试卷方式，促其参与

到全县学习热潮中。
“考试是手段，不是目的。”中方县

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贺庆玲说，通过考
试，希望全县党员纪律规矩意识、廉政
责任意识得到进一步增强， 对党章党
规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有进一步的认识，达到以考促学、以学
促廉的目的。

———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基础在学，关键在做

中方 以考促学 以学促廉

物业未经业主同意用小区公共部分开展经营活动

业主状告物业和住建委

湖南日报8月6日讯 （记者
段云行 贺威 通讯员 邓锦庆 杜
雪峰） 村民戴希大喝了一口自来
水，感慨地说：“甜！搭帮戴新如才
有安全水喝。”盛夏时节，双峰县
三塘铺镇山冲村的新塘、 新全两
个村民组的130多名村民都喝上
了从130米井下抽出的地下水。

戴新如今年87岁，身体硬朗。
村里新塘、 新全村民组的村民以
往都只能喝山塘水，遇到干旱，只
能到离家1公里多远的山塘去挑
水，十分不便。戴新如想：“这样下
去可不行，何不将我攒的1.6万元
养老钱拿出来掘口井， 解决村民
喝水的问题。”

他将自己的想法跟老伴杜存
秀商量， 老伴担心地说：“做好事

我支持你，可你自己患了胃病，又
是高血压， 打口井还得需要几万
块钱，你到哪里去弄钱啊？”戴新
如笑着回答：“不瞒你说，养大5个
小孩后，我自己积了1.6万元私房
钱，至于还少钱的话，再想办法化
缘吧！”

于是，老戴从外村请来了有打
深井经验的石工和小工。根据石工
师傅的意见，采取打斜井，边打边
探、 边用水泥河沙碎石拱顶的办
法。他自己带病当采购，有空还捡
点碎石，挑点泥土。经过近半年的
施工，今年5月底耗资2万元深井挖
掘成功了。紧接着老戴又花钱买来
潜水泵、水管，架起了自来水管，将
这股深井安全饮用水架通到了新
塘、新全两个村民小组。

耄耋老人掘深井
乡邻户户饮甘泉

湖南日报8月6日讯（通讯员
孙彩红）为迎接巴西里约奥运会，
连日来，星城长沙各种活动连连。
来自长沙的一批少年学子踊跃参
加远足、诗词创作等多项活动，用
一言一行诠释“更高、更快、更强”
的奥运精神。

8月4日，热浪席卷的星城大
地上，有群少年学子正在聚精会
神地远足。他们一共35人，来自
诺贝尔摇篮小学一二年级，平均
年龄不到7岁，年龄最小的只有5
岁。他们一大早就从市区出发，4
个小时的时间里，走完了16公里
的路程，孩子们精神抖擞，一个
个不甘落后。 到达目的地后，学
生邹霖颖开心地告诉大家：“我
用行动迎接奥运， 一点都不累。

我还想再走16公里！”
“《忆江南·奥运会》：奥运会，

中国有金牌。美日中国比一比，中
一美二这样排。人能不崇拜？”在8
月5日的诗词公开课上， 奥运诗
词、 爱国诗词也成为学子们创作
焦点。卜算子、忆江南、天净沙、渔
歌子、长相思、十六字令……在全
国诗教名师苏静副教授带领下，
35名孩子共尝试了80种词牌的
创作。家长们现场命题，孩子们限
时创作，赢得全场掌声。

“爱国是最大的德。迎奥运，
更要爱祖国、爱家乡。”活动组织
方负责人介绍，这次活动中，孩子
们围绕爱国、国学、体育等三大主
题，用实际行动迎奥运，体验了不
一样的成长。

体验不一样的成长

长沙学子“花样”迎奥运

湖南日报8月6日讯 （记者
肖军 黄巍）7月底，洪江市纪委发
出通报， 对80名在基层党建、精
准脱贫、 村级财务管理中履职不
力的党员干部进行问责处理。通
报要求各部门传导责任压力，倒
逼责任落实，推动解决庸懒散、慢
推拖等问题。

7月以来，洪江市通过明察暗
访、电话调查、现场核查等，对市
直单位及乡村干部工作履职情况
进行了督查。发现部分单位党建、
扶贫及村级财务管理等工作基础
仍较薄弱，存在漂浮松散、推诿责
任等问题。市文体旅新局、市农业
局农村经营服务站及茅渡乡、沅
河镇、岩垅乡江丘村、岔头乡杉木
田村等15个单位，存在基层党建
责任落实不到位、 党费收缴不及

时、 党员发展缓慢或不规范等问
题；群峰乡、大崇乡、湾溪乡、熟坪
乡等7个乡镇存在精准脱贫工作
不细致、台账资料不准确、扶贫项
目落实不到位、 脱贫不精准等问
题； 个别地方村级财务管理不够
规范，黔城镇双溪社区、安江镇涝
溪村等6个村（社区）存在干部违
规重复领取误工报酬的问题。

依据相关规定， 洪江市对履
职不力的基层干部进行了问责。
其中， 对32名公职人员予以批评
教育，并由所属单位扣除其10%个
人年终绩效评估考核奖励， 个人
年终不得评先评优；对48名村（社
区）干部，责令由所属乡镇党委给
予警示批评， 并扣除个人全年2%
的固定性补助； 对其他存在问题
的党组织负责人，给予批评教育。

80名干部履职不力被问责
洪江市铁腕整治干部作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