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戴勤 蒋剑平
通讯员 周剑锋 陈程

3月14日，在隆回县委常委、组织部
部长唐前启等人指导监督下， 该县三阁
司镇合心村、 石岭村两个试点村顺利完
成了村党支部换届选举， 村级换届取得
“开门红”。 唐前启说：“村级换届顺利进
行，得益于责任压得紧、压得实。”

为做好新一轮合乡并村改革后第一
次村级换届选举， 邵阳市把压紧压实责
任摆在突出位置，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
实，推行县（市、区）委书记、组织部长“履
职日志一日一报”的新举措，让各地村级
换届选举工作主要责任人深感责任重
大，压力大带来动力足。

肩头有压力，心中有动力
为了选优配强村级班子、 夯实基层

基础，今年2月，邵阳市成立了以市委书
记为组长的村级换届工作领导小组，并

组成12个督查指导组， 对全市12个县
（市、区）村级换届选举工作进行全程指
导。县、乡两级成立相应机构，确保整个
村级换届工作指导督导全覆盖、无缝隙。

在此基础上， 邵阳市实行市委常委
联系各县（市、区）制，点对点进行指导。
同时，明确县（市、区）委书记是村级换届
选举工作第一责任人， 乡镇（街道）党
（工）委书记是直接责任人。要求县（市、
区）委书记靠前指挥，督促有关部门抓好
换届选举工作；乡镇（街道）党（工）委书
记具体抓好换届选举各项任务落实。还
实施县级领导包乡镇（街道）、乡镇（街
道）干部包村（社区）制。

有了制度，关键在落实。邵阳市换届
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印了“党委书记、组织
部长抓村级换届选举工作日志”， 明确了
县（市、区）委书记抓村级换届选举工作的
5条职责、县（市、区）委组织部长8条职责
以及乡镇（街道）党（工）委书记10条职责。

“推行履职日志新举措，就是要进一

步压紧压实责任， 让村级换届工作主要
责任人肩头有压力、心中有动力。”邵阳
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昌义说。

一天一报告，开局显成效
邵阳市换届领导小组办公室还对各

县（市、区）村级换届工作实行一天一调
度，各县（市、区）每天下午5时前向该办
汇报工作进展情况，特别要求各县（市、
区）委书记、组织部长对村级换届工作履
职日志一天一报告。该办综合全市情况，
每天向市委书记龚文密、 组织部部长王
昌义、纪委书记邓广雁汇报。

“3月8日，召开县委常委会专题研究村
级换届；3月9日，对指导组、风气组进行培
训；3月10日，召开全县村级换届工作会议……”
翻开隆回县委书记马健强的“日
志”，上面表格填得满满当当，每天
开展的具体工作一目了然。

县（市、区）委书记、组织部长
“履职日志一日一报”推行后，为邵

阳市村级换届工作注入了强大动力，成
效显著。新邵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曾志
红介绍， 县里倒排了村级换届时间表，每
天有明确的工作任务。还编印了“换届选
举工作流程”， 发放到全县每个村级党组
织，形成可操作、可复制、可借鉴的工作模
式。 该县由原来3个村合并而成的寸石镇
武桥村，在3月13日村党支部换届选举中，
村党支部书记、 副书记及4名委员候选人
全部高票当选，平均得票率达90%以上。

扭紧了“责任”这个“牛鼻子”，邵阳
市村级换届工作扎实顺利推进。至3月16
日， 该市已有新邵县寸石镇武桥村等27
个试点村完成了党组织换届选举， 组织
提名的候选人100%当选，没有发生一起
违纪案件与群众上访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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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3月17日讯 （记者 曹辉 蒋睿 通讯员 彭婷）
记者今天从湘潭市岳塘区获悉，至3月15日，该区所辖9个街
道的16个村、45个社区全部召开了换届选举党员大会或党
员代表大会，共选举产生291名村（社区）党组织委员会成
员。这标志着该区在全省率先完成村级党组织换届工作。接
下来，将全面进行村（居）委员会换届选举。

自村级换届选举工作启动以来， 岳塘区委根据湘潭市
委统一部署，严格落实“提出好思路、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
子、换出好风气”的总体要求，以高标准、严要求抓好村级换
届选举。新一届村级党组织班子全部实现组织意图，全部符
合省委、湘潭市委提出的资格条件和结构要求。

为确保换届工作取得圆满成功， 岳塘区成立了以区委
书记胡海军任组长的换届选举领导小组。同时，建立区委常
委和区政府分管领导村（社区）换届选举联系点制度，派出9
个督导组、5个换届风气监督小组、16名驻村指导员，对换届
选举全过程进行监督、把关。同时，对全区村（社区）换届选
举工作情况开展专题调研，听取基层组织和党员干部、群众
对换届选举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在纪律要求上，今年2月，岳塘区委对9个街道党工委书
记进行了换届纪律集体谈话。3月11日至12日， 各街道党工
委与候选人进行了集体谈话，签订换届纪律承诺书并公示。
同时，推行全程签字制度，换届选举各个环节都要求有关人
员签字，以“零容忍”态度查处换届违法违纪行为，确保换届
风清气正，为换届选举圆满完成提供了保证。

宜章提拔干部先查家风
湖南日报3月17日讯 （记者 白培生 通讯员 李献祥）

“请问这里是范某某家吗？我们是县委考察组的，想到你家
里坐坐，了解一下情况。”近日，宜章县政府办干部范某某家
中，来了3位陌生人，让范某某的爱人深感意外。

据了解，去年10月以来，宜章县在干部选拔任用考察
中，增设了查家风环节。派考察组到拟提拔干部家中走访，
重点了解其家庭基本情况、“八小时外”安排情况、对待家庭
情况、家庭成员对其工作支持情况、与邻里相处情况等。并
现场核查领导干部和拟提拔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情况是
否属实。走访情况如实填入干部家风建设考察情况登记表，
作为提拔任用重要依据。

“没想到，县里提拔任用干部这么重视家风建设。我一
定会把家庭治理得更好， 以良好家风带动社风民风好转。”
一位被走访的干部感慨地说。

目前，宜章县已对3批次拟提拔任用干部全部进行了家
访，产生了良好效果。

岳阳农发行
今年投放40亿元助脱贫

湖南日报3月17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刘磊）3月15日， 农发行岳阳市分
行召开全市系统脱贫攻坚工作会议， 提出
进一步加大精准扶贫贷款投放力度， 力争
今年精准扶贫贷款投放不少于40亿元。

作为岳阳市唯一的农业政策性银行，
农发行岳阳市分行去年切实履行政策性金
融职能，全年投放精准扶贫贷款6.81亿元，
向贫困县投放农发重点建设基金3400万
元，年末扶贫贷款余额11.28亿元。该行明
确提出， 今年将按照岳阳市精准扶贫攻坚
三年行动方案， 配合做好10.5万贫困人口
脱贫、219个贫困村退出、2.46万人完成易
地扶贫搬迁工作，在易地扶贫搬迁、贫困村
提升工程、产业扶贫、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等
方面加大支持力度， 为岳阳打赢脱贫攻坚
战提供强有力政策性金融支撑。 石峰区集中签约

35个重大项目
湖南日报3月17日讯 （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朱晖 龙

中柱 尹智辉）3月17日，株洲市石峰区举行清水塘老工业区
搬迁改造攻坚暨轨道交通城建设项目集中签约仪式， 共签
约重大项目35个， 包括时代金属轨道交通部件研发生产基
地、湖南中电长城“智慧株洲”、中车特装新产业基地建设项
目等。

株洲市委书记毛腾飞介绍，石峰区此次集中签约项目包
括10个清水塘老工业区企业区内转移项目、10个清水塘老工
业区土地收储企业项目、10个轨道交通城入园项目、5个校企
产业合作项目，项目涵盖先进装备制造、轨道交通产业核心
配套、新能源新材料和创新创业等领域，将有力推动清水塘
老工业区搬迁改造、株洲轨道交通城及中国动力谷建设。

“这次签约的土地收储项目体量大，为清水塘老工业区
搬迁改造打下坚实基础。”株洲市委副书记、市长阳卫国分
析，签约的区内转移项目符合政策、环保、安全生产要求，将
有力推动清水塘老工业区现有企业在市内转移转型发展，
实现区域资源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签约入驻轨道交通城的
项目和校企合作项目，技术创新性和成长性特点明显，将成
为株洲发展新的支撑点和增长点。

签约现场，石峰区还集中展示了中车株机智能制造、株
洲铜塘湾保税区及井龙安置小区二期等20个事关发展和民
生的开竣工重点项目。

开福区创建
首个“四中心”社区

湖南日报3月17日讯 （记者 张颐佳 ）
3月15日， 长沙市开福区新河街道栖凤社
区十分热闹，在开福区委、区政府支持下，
在社区首创建立“四中心”，开展贴心零距
离服务工作。

“四中心” 分别是中小微企业服务中
心、军民融合企业服务中心、楼宇经济服务
中心和大学生就业服务中心。 社区党支部
书记黄勇军介绍， 此举旨在促进辖区企业
发展， 提升社区服务水平， 搭建政府与企
业、企业与群众、企业与大学生以及企业与
企业之间的桥梁，助力创新创业。

沅陵与湖南股交所
开展战略合作

湖南日报3月17日讯 （记者 肖军 黄
巍 通讯员 邓永松 傅敏）3月15日，沅陵县
政府与湖南股权交易所签订县域经济服务
示范基地战略合作协议。 这是继财富证券
之后，沅陵结盟的第二家资本合作伙伴，将
通过资本市场运作，扩大融资，发展县域经
济，助推脱贫攻坚。

根据协议，今明两年，借助国家扶贫政
策，湖南股交所将帮助干发茶、湘西黑猪、向
华电子、 农商行等8家沅陵本土企业进军资
本市场，为其提供培训、指导、挂牌等一揽子
专业服务，并引进县外优质企业在沅陵注册
上市，为当地培养资本市场、金融人才。

“写”实责任“传”足动力
———邵阳市村级换届推行“履职日志一日一报”

岳塘区在全省率先完成
村级党组织换届

打通机插秧“最后一公里”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刘瑛

3月17日一早，许多农民从四面八方赶到湘阴县静河镇
义和农机合作社，观看一场被省里农业专家称为“颠覆性革
命”的水稻播种催芽。

生产流水线上，覆土、播种、洒水等环节一气呵成。随
后，“睡”满稻谷“宝宝”的秧盘被一叠叠整齐码放在一起，等
候叉车轻“铲”，送入恒温恒湿的“育婴房”。

“48小时后出苗，每批次可机插600亩稻田,且育秧总成
本下降15%。”合作社理事长蒋金华介绍。

“每亩至少要增产100公斤。”静河镇农技站站长李勇
说。原来，使用“工厂苗”，不仅每亩能节省十几元成本，更重
要的是，“工厂苗”下地插种时间更早，为晚稻种植腾出了时
间，利于增产。

“这个技术解决了在水稻机插育秧中常出现的出苗差、
整齐度低、烂芽死苗等问题，打通了机插秧‘最后一公里’！”
从六塘乡赶来观摩的种粮大户黄海军是“识货人”，他主动
加入交谈，成功“抢”到100亩稻田“工厂苗”订单。

“今年除了满足合作社需要外，还可为周边乡镇1000
亩稻田提供服务。”走出育秧工厂，蒋金华一脸兴奋地说。她
在2012年成立义和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周边村民科学种
田。去年承包土地1882亩，农机投入300多万元，产粮1374
吨，进入全省种粮大户前十强。

“农业的根本出路还是要靠机械化。”县农业局副局长
喻永华介绍，明年起，“叠盘暗室出苗”育秧技术将在湘阴县
由示范引领走向全面推广，带动全县10万亩水稻实现全程
机械化种植。

长沙星沙联络线
力争6月底通车
湖南日报3月17日讯 （陶芳芳 孙应德）

今天上午， 长沙县举行项目攻坚党员誓师大
会， 该县PPP项目星沙联络线临时党支部全
体党员宣誓，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加快推进
项目建设， 确保星沙联络线万家丽以西路段
比原工期提前一年完工，于今年6月底通车。

星沙联络线西起长沙市东二环中岭立
交，跨越捞刀河大桥，全长7.373公里，其中
长沙县段约4.9公里，总投资9.348亿元。作
为连接东二环与星沙的一条城市快速干
道，该路段建成通车后，将有效缓解长沙市
东二环的交通压力。届时，去长沙市城北不
用再绕道福元路或三一大道， 直接经星沙
联络线便可快捷到达。

新闻集装

湖南日报3月17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阮涛 钟剑昌）3月16日，郴州市
公安局北湖区分局负责人告诉记者，该
局成功破获一起以免费购物为诱饵的
特大网络诈骗案， 全国各地受害者有
880多人，涉案金额近500万元。

去年11月， 网上出现一个名为
“友哈官方商城”的网购APP，自称是
某知名商城旗下平台。 该商城承诺，
消费者在“友哈官方商城”APP内购
买商品并确认收货后，12天内商城会
将购物款全额退还。 但收到货款后，

该商城并未给消费者发货 ， 而是将
APP关闭并失联。

接到报警后，北湖区公安分局迅速
成立专案组开展侦查。经3个多月摸排，
3月7日6时， 专案组民警分4个小组，对
嫌疑对象开展抓捕。 犯罪嫌疑人黄某、
龙某、邓某、罗某某相继被抓获。行动
中， 民警缴获了大量用于作案的电话
卡、银行卡、银行U盾、电脑等物品。目
前，案件在进一步侦办中。

免费购物为“饵”，880多人被骗
北湖区破获一起特大网络诈骗案

湖南日报3月17日讯 （记者 张颐
佳）昨天，长沙县公安局宣布，该局成功
破获“7·06”特大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
案，为辖区企业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挽回直接损失3000余万元。

去年6月底， 三一重工向长沙县公

安局报案称，公司研发的工程机械远程
监控系统（ECC系统）被人为非法解锁
破坏，致使公司对在外的工程机械设备
失去控制，导致大量客户恶意拖欠公司
货款，造成损失近亿元。

接警后， 长沙县公安局迅速开展

案件侦破工作。经数月侦查，锁定了一
个专业非法破解远程监控系统GPS锁
机的犯罪网络。他们采取电话、微信接
单， 为他人提供工程机械远程监控系
统解锁服务， 获利100余万元。 当年9
月， 专案组分9个抓捕小组统一收网，
成功将张某、周某某、邵某某等8名主
要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当年12月，通
过深挖，又将犯罪嫌疑人李某某、黎某
某抓获归案。

破坏监控系统，造成损失近亿元
长沙县摧毁一特大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团伙

湖南日报3月17日讯 （周俊 杨亲
福）3月17日， 雨中的紫鹊界薄雾迷蒙，
嫩芽吐绿桃花含苞，如一幅刚完成的水
墨画。在正龙古村落，一群来自湘潭的
客人感叹“升级版”紫鹊界更加美丽迷
人。据了解，随着景区升级改造工程完
成，新化县正全力推动紫鹊界争创国家
5A级景区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紫鹊界位于雪峰山脉奉家山系中
部，共有梯田5.6万亩。紫鹊界梯田始于秦

汉，盛于宋明，至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
是南方稻作文化与苗瑶山地渔猎文化交
融糅合的遗存。近年来，紫鹊界景区先后
获批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国家级水利
风景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并入选世
界灌溉工程遗产、 首批国家自然与文化
双遗产、中国首批农业文化遗产。

紫鹊界“声名鹊起”， 游客急剧攀
升， 但配套设施滞后，“拖了后腿”。去
年，新化县全面启动紫鹊界景区升级改

造工程，投入1.63亿元，实施核心景区
20公里旅游公路建设、正龙古村落整体
开发、 观景台升级改造和停车场扩建、
长石村旅游综合开发等项目，进一步完
善景区交通网络， 提高旅游接待能力。
同时，构建九龙坡、荆竹、白源、白旗峰
大环形旅游圈，建设旅游公路连通奉家
镇三节洞、长茅界，天门乡树溪峡谷等
景点，通过景点捆绑，形成大旅游格局。

目前，紫鹊界景区升级改造工程已
全面完工，正以更美的姿态迎接八方来
客。以此为契机，新化县全力推进紫鹊
界争创国家5A级景区， 并与南方其他
梯田景区捆绑申报“世遗”。

设施完善配齐 景点捆绑组团

“升级版”紫鹊界更迷人

湖南日报3月17日讯 （记者 易禹
琳）油菜花海里，百名少年儿童身着汉
服诗诵迎春；乡村集市汇聚春天乡野美
食和特色产品， 千名游客快乐赏春品

春。3月16日上午，由长沙市政府主办的
“快乐长沙·‘乡’约四季”2017长沙乡村
休闲旅游节在浏阳市古港镇松山屋场
启动，正式拉开2017全年悠游长沙美丽

乡村的大幕。
据悉，2017长沙乡村休闲旅游节由

踏春·浪漫季、嗨夏·青春季、品秋·慢游
季、乐冬·养心季四个板块组成，从3月持
续到12月，4场主活动100余场系列活动
将贯穿全年， 为市民提供长沙乡村游攻
略、乡村游消费折扣、乡村美食特产、中
小学生研学游活动和民俗文化盛宴。

2017长沙乡村休闲旅游节启幕

快乐长沙与你“乡”约四季

古村三月
欢乐多

� � � � 3月16日，嘉禾县晋屏镇雷公井村，游人扮演“新娘”体验传统婚礼民俗文化。阳春三月，该县千年
古村雷公井村举办“美丽乡村游”文化节，舞龙舞狮、吟唱伴嫁歌、小吃制作等各类传统民俗文化活动精
彩纷呈。 黄春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