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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3月22日讯 （记者 白培生
李秉钧 通讯员 陈学奇 朱若葵 ）“我们
对所有问题线索实行唯一编号条形码管
理，实现问题线索处置全程‘痕迹化’。”
近日， 郴州市纪委案件监督管理室负责
人一边演示， 一边向记者介绍市纪委开
发运用的执纪审查监督管理系统。

这套系统是郴州市纪委历时一年多
开发的，于今年1月初投入运行。市纪委
将收集的所有问题线索都移交案件监管
室， 通过执纪审查监督管理系统进行集
中统一编号，实行“条形码”管理。据市纪

委有关负责人介绍， 以前对问题线索的
处置相对分散， 且难以掌握处置最新情
况。现在通过系统进行信息化管理，所有
问题线索实现一个口子进、一个口子出，
杜绝了可能出现的人为干预， 使执纪权
力在“阳光”下运行。

据了解，将问题线索贴上“条形码”
进入执纪审查监督管理系统后， 系统会
对呈报、审批工作文书、表格等进行自动
生成， 每个文书、 表格还会生成各自的
“条形码”， 形成由纪检问题线索产生的
一组条形码， 从而对问题线索处置全程

实现“痕迹化”管理。郴州市纪委纪检监
察室干部告诉记者，运用这套系统，可快
速查询出每条问题线索处在拟立案审
查、 转初步核实等11类处置状态的哪一
类。在办理时限临近时，系统还会发送短
信到案件主办人手机上， 提醒其及时办
结。

郴州市纪委还根据有关规定，制
作了“反映问题移送清单”“初核和立
案调查阶段谈话取证审批表” 等34个
表格、文书，与执纪审查监督管理系统
有效衔接，线上线下同步运行，确保纪

律审查工作规范有序。据悉，执纪审查监
督管理系统运行以来， 已收集市本级问
题线索34条，每条处置过程均有迹可寻，
每个过程均办结及时。 还通过系统对这
些问题线索进行研判， 为推进新形势下
党风廉政建设与规范执纪审查工作提供
了帮助。

湖南日报3月22日讯 （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郭健 张勇 廖蔚佳）针对基层治理

“最底一张网”还不牢实、作风建设“最远一
段路”任重道远、联系群众“最后一公里”还
没有完全打通等问题，醴陵市于今年初构
建“三基一网”区域治理新模式，即着力抓
基层、打基础、强基本，全面推行网格化管
理， 推动现代治理与区域发展深度融合。
近日，来湖南调研的中组部党建制度改革
调研组对该市的做法给予肯定。

醴陵市成立市级网格化服务中心，
并在街道（乡镇）、社区（村）设立相应机
构，将安全生产等专项及民政、教育、卫
计、党建、人才等部门工作纳入三级网格
综合信息平台管理， 形成了上下联动的
协同发展格局。

为建好“三基一网”，醴陵市今明两
年将新建7个乡镇级、149个村级综合服
务平台和7个“五彩”社区等，并大力推进
法治、平安、无毒和数字醴陵建设，确保

安全发展。 还将压紧压实党建责任扩大
到非公经济和社会组织， 目前全市非公
组织党建覆盖率已达89%。同时，健全优
化基本制度， 建立完善了定期联合办公
和党务工作项目化管理及容错纠错等机
制制度，推行乡镇“3+5”（抓好财税收入、
产业发展、“三创四化”3项重点工作，严
格实行安全生产、综合治理等5项“一票
否决”）和市级领导“五个一”（联系一个
基层党建帮扶点、一个贫困村等）考核模

式，倒逼工作提质增效。
“市委把基层一线作为干部成长和干

事创业主舞台，充实力量、激发活力、强化
保障，我们都愿意扎根基层工作。”醴陵市
一位基层干部说，该市新考录公务员都要
到基层任职，市里还从市直机关选派一批
优秀年轻干部到基层任职或挂职锻炼，用
人导向坚持“一线识干部、基层选干部”。同
时，村级转移支付经费逐年增加，今年每个
村、社区分别达到20万元、32万元。

湖南日报3月22日讯 （记者 戴勤 蒋剑平 通讯员 隆
清泉 张智彬 邓文伟）“金妹子，你们今天不吃饭不许走！”
3月19日中午，新邵县坪上镇社坪村谢玉梅大娘站在门口，
极力挽留着来她家走访的干部们。 金妹子名叫钟淑金，是
社坪村的计生专干，当天她陪同县卫计局的党员干部走访
贫困家庭。最后，大家好说歹说才婉言谢绝了谢大娘的好
意。

今年3月起，该县开展脱贫攻坚万名干部结对帮扶“春
季行动”，所有在职党员干部以送温暖、送政策、送技术、送
项目为重点， 与全县36840户困难家庭、124998名贫困人
口结对开展帮扶，实现贫困村“一拖一”带动非贫困村、帮
扶责任人“一帮四”帮扶贫困户，确保每个贫困村、贫困户
实现驻村、结对“两个全覆盖”。

“以后我们就是‘亲戚’了，有困难一起想办法。”3月18
日，该县卫计局局长罗春宜的一句话，让坪上镇社坪村贫
困户刘小元紧锁的眉头舒展开来。刘小元80多岁的父亲久
卧病榻，3个孩子未成年， 全家靠她丈夫外出打工每月
2000元微薄收入维持。小女儿又不幸被诊断为精神分裂，
看着女儿病情日益严重又无钱医治， 刘小元头发都愁白
了。县卫计局干部们的帮助无疑是一场“及时雨”。

目前，新邵县干部已走访了80%的贫困户，为贫困群
众解决实际困难500余个。

湖南日报3月22日讯（记者 邹仪 通讯员 李先志）3月
21日，永州市纵深推进“雁过拔毛”式腐败问题专项整治工
作现场调度会，开进了蓝山县毛俊镇毛俊村。

会前，与会人员考察了毛俊村村务公开情况。“我也来
查查。”在政务公开栏前，永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李晖拿出手机查找蓝山惠民项目网上公示情况。李晖表
示，凡是惠农惠民项目都要公示，并且要及时更新。

去年，永州市共清理排查“雁过拔毛”式腐败问题线索
8478个，受理举报1843个，立案查处645件，处理处分1706
人，其中移送司法机关处理43人，追缴清退资金7119.17万
元。为推动整治工作，该市将进一步发挥群众主体作用，建
立健全保障制度，让群众敢参与、能参与、想参与。同时，各
级纪检监察机关将建立“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
管理”的工作机制，借助“大数据”平台，对惠农利民项目和
资金分配、管理、使用、运行等重点环节进行动态监控和实
时预警。

湖南日报3月22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曹航 朱忠达) 3月21日， 汝城
县土桥镇召开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对象
慰问座谈会， 原国家计生委副主任、79
岁高龄的老党员李宏规到会与计生对
象交流。李宏规还个人捐资83.7万元，慰
问当地计生“两扶”对象（农村部分计划

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对象、计划生育家庭
特别扶助对象）。

在座谈会现场，李宏规为20名计划
生育政策落实好的老人，每人发放慰问
金3000元，并对他们积极响应国家计生
政策表示感谢。李宏规还到土桥镇金山
村、黎明村等地，走访慰问部分计生“两

扶”对象。据了解，李宏规多年来投身国
家计生事业，去年10月专程到汝城了解
计生“两扶”情况，委托当地卫计部门摸
清计生“两扶”对象底子后，捐出了自己
多年的积蓄。这笔捐款将主要用于对土
桥镇239名计生“两扶” 对象， 按每人
3000元标准发放慰问金。

周俊 刘芾 罗绍基

3月21日， 走进新化县水车镇长
石村，见通组道路宽阔整洁，房屋错落
有致，路旁、庭院种满树木，呈现一派
欣欣向荣的景象。在前不久娄底市“十
大最美乡村” 评选中， 长石村名列前
茅。

长石村曾是新化县有名的贫困村。
“村里的变化， 搭帮旺支书40多年的无
私奉献。”一村民说。

村民说的“旺支书”叫罗崇旺，今年
70岁，1974年起当村干部，1998年以来
一直担任村党支部书记。

因家境贫寒，罗崇旺从小就有改变
家乡面貌的强烈愿望。2001年， 配合紫
鹊界旅游开发，罗崇旺与几位村民组成
文物维修委员会， 复修古迹白旗峰寺。
为筹集资金， 他拿出多年存款带头捐

献，并向社会各界“化缘”。为节省开支，
他带头干最苦最累的活，还把床搬到了
工地上。如今，长石村成了紫鹊界核心
景点，白旗峰寺也成了村里的标志性景
观。

在新农村建设中，罗崇旺多次往返
新化县、娄底市，寻求上级部门的帮助。
2015年，娄底市委政法委负责人率工作
组前来精准扶贫。 经反复考察论证，为
长石村“量身定制”了一套扶贫方案，并
提供资金扶持。

有了新目标，罗崇旺更忙了。在工
作组帮助下，他带领村民修复疏通排灌
沟渠，1000多亩梯田恢复了生产。 在荒
山、路旁、河堤、庭院种上树木花卉，美
化村庄环境。硬化通村通组道路，安装
太阳能路灯，解决村民出行难。建立经
济林木基地， 办起了农家乐和稻田养
鱼。还组建山歌民俗演艺团，请来专业

老师培训。如今，村民们拿起锄头能种
地，拿起道具会唱戏。

长石村富了、美了，长石人乐了，为
村里操心了一辈子的罗崇旺也老了。今
年村级换届，村民们强烈要求罗崇旺留
任，罗崇旺说：“现在新农村建设跟以往
不一样了，需要有眼光有思路的人来带
领大家干。但我会继续发挥余热，为村
里多做贡献。”

当了40多年“村官”，罗崇旺家徒四
壁，无车、无新房、无电脑、无老伴（已因
病去世），被村民称为“四无支书”。他住
在父辈留下来的3间瓦房里，虽然破旧，
却收拾得干干净净。他一个人守着这个
地方，不愿跟儿子、媳妇进城生活。他仍
习惯在口袋里装着一部磨光了漆的老
年手机和一个记事本，仍喜欢在村里到
处转悠，帮大家解决难题。村民们仍亲
切地叫他“旺支书”。

湖南日报3月22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郭海红)
永州市城建投集团和冷水滩区政府负责人，近日就新增城
区学位项目现场办公，破解建设难题。由于城区规模扩大
和周边县区生源不断涌入，永州市中心城区冷水滩区义务
教育阶段44所学校无法满足需求。为切实解决这一民生问
题， 冷水滩区拟大力扩展中心城区学位， 未来3年拟投资
19.4亿元，在中心城区新建、改建、扩建学校29所，新增校
园面积1405亩，新增城区中小学学位4.76万个。

湖南日报3月22日讯（徐德荣 成俊峰 罗飞虎）3月21
日，记者从衡阳市石鼓区社区视频监控中心看到，该区人
民街道人民路社区、青山街道牛角巷社区已实现高清视频
监控全覆盖。 两社区均地处衡阳市中心城区繁华地段，商
铺众多，人口密集。为打造美丽、平安、宜居社区，去年底，
石鼓区选定两社区试点，安装社区视频监控系统。通过多
次现场勘察及征求社区居民意见， 最终确定138个监控架
设点，确保社区内重要区域无“死角”。

湖南日报3月22日讯 （通讯员 王婷 熊军 记者 周怀
立）3月20日，株洲渌口湘江大桥正式竣工通车。大桥东连
株洲县南洲新区和谐大道， 西接株洲市天元区湘江大道，
是省道S333株洲渌口至湘潭米山塘改建项目的控制性工
程。这也是株洲市横跨湘江的第七座大桥。总投资3.35亿
元，长957米，宽28米，为八跨预应力钢筋砼变截面连续箱
梁结构，桥面设计为双向六车道。

实现问题线索处置全程“痕迹化”

郴州启用执纪“监管”系统

推动现代治理与区域发展深度融合

醴陵构建“三基一网”模式

3月22日，古丈县断龙山镇举行一年一度的“舍巴节”活动，数千土家族同胞欢聚一堂，祭祖祈福。“舍巴节”是湘西土家族最
隆重的传统祭祀节日，被列为国家、省、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向玮 摄

土家“舍巴节”

大祥区打造
“没有围墙的养老院”

情系汝城 捐资83万余元
老干部李宏规慰问计生“两扶”对象

老百姓的故事 最美乡村“四无支书”

祁东查处一起
违反村级换届纪律案

新邵万名干部“结穷亲”

永州整治
“雁过拔毛”式腐败

新闻集装

冷水滩区拟增学位4万多个

石鼓区试点社区视频监控

株洲县渌口湘江大桥通车

湖南日报3月22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
讯员 吕笛）“党员服务群众，可说是无处不
在。”3月19日，永州市零陵区徐家井街道徐
家井社区居民王辉对记者说， 社区下水道
堵了，联系社区的党员立即赶来疏通。

据了解，今年，零陵区开展机关事业单
位在职党员“8小时+”服务群众活动，要求
他们在8小时工作之余，以个人名义到居住
地社区“量身领岗”，为社区群众服务。该区
22个社区党组织为到社区服务的在职党员
建立台账，进行考核、反馈情况，在职党员
单位党组织同时跟踪管理。目前，全区参加
“8小时+” 服务群众活动的机关事业单位
在职党员达4000余人，组建各类志愿服务
队131支，覆盖28万群众。在职党员陈朝云
在社区建起“留守儿童之家”，辅导6名留守
儿童学习，受到好评。

湖南日报3月22日讯 （记者 陈鸿飞）
近日， 祁东县严肃查处了一起违反村级换
届纪律案件。

据祁东县纪委负责人介绍，2月16日，
该县玉合街道新丰社区党员何公宣借过生
日名义，向社区党员刘某某、周某某等7人
发出聚餐邀请。当晚，何公宣在餐桌上给每
人发了一包香烟，说：“请大家支持我，投我
一票。”

祁东县纪委负责人说， 何公宣宴请社
区部分党员等，发放整包香烟，为自己当选
居委会干部拉票，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刘某某、周某某被诫勉谈话，并写出深刻检
讨。县纪委还及时启动问责，对玉合街道党
工委书记等4人进行了约谈。

湖南日报3月22日讯 （记者 蒋剑平
通讯员 伍洁 胡晓建）3月16日上午， 家住
邵阳市大祥区西湖路、74岁的刘序镇老人，
用智能手环服务按钮， 呼叫区居家养老服
务信息平台。1小时后， 邵阳正康智慧养老
研究所派出理疗师赶到其家，给老人做了1
小时针灸推拿，减轻了老人颈椎病疼痛。

大祥区居家养老服务信息平台是该区
打造的“没有围墙的养老院”。它以政府购
买服务为基础， 以现代通信和互联网技术
为手段，整合社会资源，为全区范围内有养
老服务需求的老年人提供紧急救援、 生活
照料、家政服务、心理慰藉等公共服务，让
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目前，区政府购买服
务的老人包括年满60周岁的散居的农村
五保供养对象、城市“三无”老人、低保失能
老人以及年满65周岁的低保半失能老人、
年满80周岁而子女不在当地居住或子女无
能力照料的城乡低保老人。目前，区政府购
买服务的老人有3000多人。

零陵4000多名党员
贴心服务群众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3
二等奖 10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101097
2 24977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300
808

10757

7
35
314

1665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6363
123102

424
3033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7年3月22日 第2017032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下期奖池：0 元
07 1514 19 25 27 29 30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3月 22 日

第 2017074期 开 奖 号 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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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5 1040 45240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014 173 175422

5 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