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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欧金玉 通讯员 袁晶

【事由】
小区环境变美了，社会事务有人管了，

经过长达7年的“跋涉”，长沙市麓谷锦和园
小区不久前终于找到了它的“家”———长沙
市高新区麓谷街道， 小区至此真正成为了
6000多居民的温馨家园。

麓谷锦和园是长沙市政府保障性廉
租房、经济适用房安置小区，共有建筑16
栋、住房2015套，业主分别来自长沙市芙
蓉、天心、岳麓、开福区等地，目前常住居
民和流动人口达到6000余人。 该小区地
处长沙市岳麓区天顶街道、高新区麓谷街
道交会处。 2009年6月小区开始陆续交房
入住，但行政区划归属一直未明确，由此
引发小区环境脏乱差，居民户口、入学、医

保、社保等社会事务办理不便。 2014年以
来，居民开始上访，要求解决小区行政区
划归属，并妥善处理好由此带来的各种民
生实际问题。

【行动】
城市廉租房、 经济适用房本是一项民

心工程， 它大大改善了低收入家庭的住房
条件。 但麓谷锦和园小区长期被城市管理
所遗忘，让民心工程变成了“民怨工程”。 对
此，长沙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多次组织
召开群众接谈会、协调会，研究处理意见和
方案，市、区相关部门特别是信访部门多次
接谈调度，到实地了解相关情况。 但由于多
种原因， 小区行政区划归属问题暂未最终
落实，导致一系列问题无法根本解决。 今年
以来，市信访局抓住全省信访积案化解“千

案攻坚”行动契机，将该信访事项提交市委
专题研究，并纳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易炼
红接访包案范围。 6月3日，易炼红亲自到高
新区麓谷街道接访麓谷锦和园小区信访群
众，并召开现场办公会议，明确麓谷锦和园
小区划归长沙市高新区管理；住建、信访部
门逐一摸排小区问题，列出问题清单，督促
问题整改；由长沙市高新区牵头负责，市住
建局、公安局、民政局、城管局、住保局、岳
麓区等单位配合， 全面完成小区各种实际
问题的整改工作。 目前，小区归属不明、环
境卫生差、垃圾站建设、小区绿化、路面油
化、办证难等问题得到解决。 有关部门还针
对麓谷锦和园及周边4个小区，专门成立了
锦绣社区，以利于加强管理，优化服务。 如
今，麓谷锦和园小区面貌焕然一新，居民终
于可以安居乐业了。

【感言】
党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 ，作为党委政府 ，就要解决好群众最
关心的问题 。 近年来 ，长沙市实施史上
最严城市管理 ， 启动社区提质增效 、拆
违控违等专项行动 ，坚决从面上解决城
市管理中的难题 ；同时 ，针对城市管理
过程中暴露出的具体信访问题 ，市委市
政府也坚决不放过 ， 做到领导亲自挂
帅 ，各级各部门齐心协力 ，狠抓落实 ，有
效推动了城市管理全面升级 。 各级政府
要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预防和
化解矛盾纠纷的基础性工作 ，全面认真
地落实党和政府各项民生政策 ，持续加
大民生投入 ， 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努
力让群众有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从
根本上减少和解决信访问题 。

� � � � 湖南日报11月30日讯（记者 姚学文
通讯员 李绍萍 苏继纯）今年的农博会有
哪些亮点？什么样的农产品能让您买得放
心？怎么样逛才能快捷买到实惠优质的农
产品？今天启动的网红“小辣椒”带您逛农
博活动， 或许能一一帮您解答这些疑问。
想去农博会“海淘”的食客们，千万不要错

过每天一小时的《网红带你逛农博》节目。
今天是农博会开幕第二天，也是对市民

开放的第一天。久候多时的市民们不少人急
切想进去好好逛逛。《网红带你逛农博》将由
“网红”和“主播”两大梯队，共同组成史上最
时尚的直播团队，走近农博会，与市民、商家
零距离接触，帮助消费者解难释疑。

每一组直播网红都将携带“农博指令”
逛农博，每天每一组直播网红将进入三个展
位进行相应直播：如美食天后臭屁坨将携带
“农博最美味”任务，直达四大展馆，在各展
位之间搜寻“最美味”的农博产品，并在任务
过程中与参展商展开互动， 实时网友答疑，
营造极致话题。 节目还开设“农博最实惠”、
“农博砍价王”、“最具男友力的农博购物
狂”、“最有战斗力的逛农博辣妈团” 等接地
气的栏目，满足不同消费观众的需求。

麓谷锦和园小区归“家”记

网红“小辣椒”带您逛农博

财富证券
对口帮扶4个贫困县
率先与安化县签署精准扶贫战略
合作协议

湖南日报11月30日讯 (记者 柳德新 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肖秀芬 通讯员 肖建宗)作为湖南财信金控集团的重要成员单
位，财富证券今年起对口帮扶安化县、安仁县、邵阳县、沅陵县
4个贫困县。今天，财富证券与安化县政府率先签署精准扶贫
战略合作协议，标志着财富证券对口帮扶工作启动。

财富证券董事长兼总裁蔡一兵介绍， 财富证券将发挥
专业优势、资金优势、资源优势和人才优势，突出帮扶重点：
通过债券融资、PPP产业基金等方式，促进城镇化发展；通过
股权投资、资产重组、新三板挂牌、改制上市等方式，支持安
化特色产业（黑茶、旅游、中药材、有色金属）融资发展、做大
做强；探索在湖南股交所设立黑茶产业专板，引导安化县符
合条件的企业在财富证券控股的湖南股交所挂牌， 并通过
培训、咨询、辅导等手段提升企业管理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加速对接资本市场；定期开展人员交流、产业咨询、项目策
划等工作，为安化县提供智力支持。

财富证券此前与安化县有过多次合作。 财富证券推荐的
安化梅山黑茶、金湘叶茶业等企业已经或即将挂牌新三板；已
有6家安化企业在湖南股交所挂牌，其中金源新材即将转板新
三板挂牌， 烟溪丰里茶业通过湖南股交所平台融资400万元。

“我们将抓住证券行业对口扶贫的机遇，依托金融资源发展产
业，加快脱贫攻坚步伐。”安化县代县长肖义表示。

据悉， 财富证券落实中国证券业协会倡导的“一司一
县”“一司多县”对口扶贫要求，今年起连续3年对安化等4个
贫困县每年安排帮扶专项启动资金100万元。

张家界：
冬季旅游大幕开启
将陆续举办
10项旅游文化主题活动

湖南日报11月30日讯 （廖声田
宁奎） 山水映冬韵， 鼓声迎客来。 11
月30日， 在张家界武陵源核心景区水
绕四门， 随着鼓声敲响， “冬游张家
界， 嗨动全世界” 冬季旅游系列活动
启动， 冬季旅游大幕由此拉开。

据悉， 从今年12月1日至明年2月
28日， 除春节黄金周外， 张家界辖区
内所有景区及景区内索道、 电梯、 观
光火车、 环保客运车、 演艺节目等普
通门票均实行冬季优惠价， 其中武陵
源核心景区门票价优惠幅度达5.5折。

期间， 张家界将重点推出赏雪
景、 品民俗、 过赶年、 闹元宵、 泡温
泉、 越天险、 逮米酒、 听山歌、 乐自
驾、 亲自然10大冬季旅游品牌， 邀请
世界各地的游客走进张家界， 享受冬
游休闲度假乐趣。

围绕冬季旅游， 张家界还将陆续
举办“冬游张家界” 微游记大赛、
雪景摄影大赛、 中韩亲情旅游微游记
竞赛、 土家过赶年、 云顶会国际旅游
文化活动、 十万自驾车冬游张家界、
温泉天使选拔赛、 大峡谷玻璃桥最嗨
脸谱大征集、 桑植民歌展演活动、 牵
手全世界系列旅游营销活动等10项旅
游文化主题活动。

张家界副市长欧阳斌介绍，整合冬
季旅游资源，集全市之力打造“冬游张
家界”品牌，是一次全面展示张家界神
奇自然风光、民族风情、独特民俗的旅
游文化综合性盛会，向世界展示张家界

“一年四季都有绝美风景”。
据预测， 12月上旬， 武陵源核心

景区一次性进山人数将突破400万人，
创历史记录。 届时， 将对第400万名
进山的游客授予“武陵源荣誉市民”
称号， 享受终身免费入园待遇。

� � �湖南日报11月30日讯 （记者 贺威）今
天，记者从全省美丽乡村建设工作现场推进
会上了解到， 今年来我省4118个村完成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创建美丽乡村示范村304
个。从2006年新农村建设开展以来，全省约
有1.2万个村达到新农村建设标准， 涌现了
浏阳市永安镇坪头村等一批“村庄美、村民
富、村风好”的示范村、示范片、示范带。

为推动新农村建设，打造新农村建设

“升级版”，我省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美丽
乡村建设的意见，按照“规划科学、生产发
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
民主、宜居宜业”要求，为全省美丽乡村建
设提供了行动指南。 各地坚持规划引领，
绘好发展蓝图，全省有29%的行政村编制
了村庄发展规划，75%的乡镇编制了乡镇
（集镇）总体规划。为推动面上美丽乡村建
设，各地突出了抓好民生实事、示范创建、

领导办点三项工作。
今后一个时期，全省将按照关于加快

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意见，着力抓好规划
编制落地落实，着力抓好农民增收，抓好农
民民生改善和环境整治， 创新以城带乡机
制，提高美丽乡村的建设质量和水平。坚持
先进村示范创建、面上村提质升级、贫困村
扶贫攻坚的“齐步走”方略，力争到2020年
全省建成2000个美丽乡村示范村，100个
乡（镇、街道）达到美丽乡村建设要求，10个
县市区开展美丽乡村整域推进试点，75%
的村庄基本达到新农村建设要求。

� � � � 湖南日报 11月 30日讯 （记者 李
伟锋 ） 今天下午， 国家发展改革委发

出通知 ， 决定自 11月 30日 24时起将
汽 、 柴油价格每吨分别提高 175元和

170元。
按照吨升比测算到我省， 各类成品

油零售价分别为：93#汽油5.89/升， 上调
0.14元 /升；97#汽油 6.26元 /升 ， 上调
0.15元/升；0#普通柴油5.25元/升，上调
0.15元/升。

成品油价格上调

� � � �湖南日报11月30日讯（陈新）“现在AQI已经连续48小
时超过300，这几天受不利气象扩散条件影响，预测全市未
来48小时300＜AQI＜500， 严重污染天气维持！”今天上午
10时， 长沙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办公室里， 弥漫着紧张的气
氛。 长沙市环境监测中心站总工程师江洪正在与长沙市气
象台台长丁玄通话，会商气象走势。此时，“警情”不断汇总过
来，大屏幕上PM2.5数据逐渐走高……这是长沙市首次针对
大气重污染的应急演练的场景。

此次应急演练过程分为预警发布、应急响应、预警解除
三部分。长沙各区县（市）人民政府、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各成
员单位参加了此次应急演练。 为有效应对秋冬季节可能出
现的重污染天气，提升长沙市重污染天气的应急响应能力，
演练模拟了长沙市空气质量指数AQI连续48小时超过300
又回落到200的过程， 从预警到终止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
整个演练持续1个小时， 重点演练了空气质量预警会商、预
警信息发布、应急响应措施落实等。

长沙首度举行
大气重污染应急演练

学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 � � 湖南日报11月30日讯 （记者 张湘
河）今天上午，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举
行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报
告会，省委宣讲团成员、省委党校（行政学
院）副校（院）长曹建华作宣讲报告。自治
州在家州领导、州直及省驻州单位负责人
等参加报告会。

曹建华的报告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向纵深发展》为题，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
记在六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全
会审议通过的《准则》、《条例》，从六中全
会的重大意义、全面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
生活、 全面落实党内监督责任等方面，采
用图文结合的形式，对六中全会精神进行

了深入浅出的解读。
与会党员干部听了报告后， 进一步

加深了对全会精神的理解， 表示将以这
次宣讲为契机， 进一步掀起学习宣传贯
彻六中全会精神的热潮， 把学习成果转
化为落实新发展理念的生动实践， 确保
取得实际成效。

省委宣讲团赴自治州宣讲六中全会精神

我省1.2万个村达到新农村建设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