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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4月13日讯 （通讯员 瞿媛
媛 刘奕芸 记者 郭云飞）4月11日，益阳
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 通报全
市开展集中整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专
项行动情况及典型案例。全市自今年3月
开展这一专项行动以来， 共摸排违法犯
罪线索221条，破获各类刑事、治安案件
143起，打击处理农村恶势力团伙11个46
人，追回涉案逃跑人员10名。

据了解， 益阳市将这次专项行动与
打造“平安村庄、 平安乡镇”“无信访村
（社区）”紧密结合，维护农村和谐稳定。

重点惩治违法犯罪行为包括：采取暴力、
威胁等手段，干扰和操纵村级换届选举；
侵占集体财产，垄断集体资源，把持基层
政权，为其个人、家族及同伙谋取非法利
益；组织、策划、指挥聚众闹事，对抗基层
政府和群众自治组织， 妨碍村级换届选
举；欺行霸市、强迫交易、制假售假，非法
占用土地、非法采矿，阻挠重点工程、重
点项目建设等， 严重扰乱基层正常生产
经营秩序；聚集在城中村、城乡接合部拉
帮结派、寻衅滋事、打架斗殴、称王称霸，
破坏一方治安秩序；放纵、包庇“村霸”和

宗族恶势力，致使其坐大成患，或者收受
贿赂、徇私舞弊、为“村霸”和宗族恶势力
充当“保护伞”等。

专项行动开展后， 益阳市各级公安
机关深入问题突出、 治安混乱的村组摸
排，对违法犯罪线索开展“深水”作业，侦
办“村霸”和宗族恶势力违法犯罪案
件，破获了刘某阻碍长春镇紫薇村学
校工程建设，沅江市胭脂湖街道十里
坪村“村霸”李某某妨碍选举、寻衅滋
事， 以及赫山区龙光桥镇曹某某、彭
某某聚众斗殴、开设赌场、非法持枪

等一批大案要案。
下阶段，益阳市将加大纪检监察、检

察、公安等协作配合力度，建立健全依法
惩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及其“保护伞”
的长效机制， 坚决清除群众身边的害群
之马。

“见到了
一座美丽城市的热情”
湖南日报记者 廖声田 通讯员 田贵学 黄世洪

“谢谢！Thank� you� very� much！”4月10日下午5时，在
张家界火车站广场， 两位西班牙女孩用中英文连声道谢，感
谢工作人员及时帮他们找回护照。

当天凌晨1时，西班牙游客埃丝特穆尼奥斯和艾丽西亚，
到张家界火车站广场派出所报警，称在搭乘出租车至市中心
汽车站时，不慎将钱包和护照遗失在车内。民警当即查看监
控，因看不清出租车车牌号码，无法确定具体车辆。

中午1时， 广场运管中队队员张拥华辗转联系到两位游
客，并通过一位懂英语的朋友与其沟通。经询问得知，两人当
天下午6时要坐火车去北京，再搭乘飞机至莫斯科，然后转机
回国，现因钱包、护照遗失，无法办理登机和出入境手续。随
即， 张拥华带着她们到张家界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中心，准
备为两人办理临时手续。但办事人员告知，可以办理相关手
续，但原护照必须注销。但如此一来，在莫斯科转机时，临时
办理的证件又将不被认可。火车发车时间临近，她们急得泪
水直流。

张拥华当机立断，决定到市运管局调取当时出租车行驶
轨迹。通过录像分析，最终锁定5辆出租车。当联系到第3辆车
时，喜讯传来，两人证件已被妥善保管。

不久，司机将两位游客的钱包与护照送至火车站广场。
“我们见到了一座美丽城市的热情！”拿到护照的埃丝特

穆尼奥斯与艾丽西亚，挥手向张家界朋友致谢，走向开往北
京的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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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国地税合办税收宣传
湖南日报4月13日讯（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徐拓 王实）

昨天，岳阳市国税局与市地税局联合开展“第26个全国税收
宣传月”宣传活动。

今年的税收宣传月活动主题为“深化税收改革，助力企
业发展”，岳阳市税务部门将“税收助跑新港区”作为宣传月
活动的“重头戏”。市国、地税局共同开门纳谏，邀请百余家高
新技术、绿色环保、仓储物流等园区企业的负责人参加座谈。
税务干部听取收集企业代表的意见建议，一一给予回应。

岳阳火车东站现场，岳阳经开区国地税务干部共设税法
宣传台，现场发放《致纳税人的一封信》和印有实名办税的高
铁时刻表等宣传资料，现场解答营改增、实名办税等群众关
心的热点问题。同时，发放一次性告知二维码等内容的宣传
资料，“以点带面”推广税法宣传。

岳阳市税务部门还将税收宣传月与“纳税服务提质年”
活动相结合，全面铺开“问需求、优服务、促改革”活动。每位
税务干部将零距离服务至少20个纳税人，帮助其用足用好税
收政策。

湖南日报记者 姚学文
通讯员 李绍萍 苏继纯

“我宣誓：忠诚履行职责，忠于党，忠
于祖国，忠于人民，严守党纪国法，带头
廉洁从政……”4月11日， 长沙市雨花区
48名新提拔的科级干部，在区领导、人大
代表、民主人士、群众代表和干部家属等
共同见证下，举行庄严的任职廉洁承诺。
场景庄重，气氛严肃。这是新形势下，雨
花区探索建立科级干部廉洁教育预防新
机制的重要一环。

防微杜渐
“我就是在开始时，没有把握住自己，

逐步滑入贪腐泥潭的……”雨花区住房保
障局原局长汤某因犯滥用职权罪、 受贿
罪、高利转贷罪获刑。这位敦厚老实的昔

日“平民局长”在雨花区工作30多年，从一
名普通干部成长为部门“一把手”，正因为
思想堤坝没有筑牢， 面对金钱等诱惑时，
坚守不住自己的底线，人生天平发生严重
倾斜，最终沦为“阶下囚”。

这一现象引起雨花区委、 区政府思
考: 科级干部是干部从政履职第一站，是
服务群众第一线，把好干部廉洁从政关，
不仅关系到能否更好服务老百姓， 而且
关系到干部自身的成长， 关系到整个干
部队伍建设。 穿衣服， 第一粒纽扣没扣
好，会影响全部纽扣。

“培养一名领导干部，有人民群众
的期许和寄托， 有组织的培养和心血，
干部贪腐堕落，受害的是群众，受损失
的是党和国家。”雨花区委书记张敏说，
“反腐倡廉重要的是防微杜渐， 关键是
做好预防，重点是抓好第一步，扣好廉

洁‘第一粒纽扣’。”

一考两评
如何才能把好科级干部廉洁第一

关？ 雨花区把重点放在把好新提拔科级
干部试用期转正关， 试用期后“一考两
评”未通过者将延期转正，延期后考评还
不能通过的，将不能转正。

“一考”即由区纪检监察机关制定统
一的廉洁考试大纲， 对新提任科级干部
开展廉洁知识闭卷考试， 成绩合格作为
转正的必要条件。同时，围绕党风廉洁建
设责任制履行和廉洁从政情况， 组织新
提任科级干部公开述责述廉和民主评议
活动。

“两评”之一，首次引入互联网大数
据技术，对科级干部进行“云监察”。为提
高研判效率，雨花区纪检、审计、财政等

多个部门联合开发了“云监察”项目，由
自动数据采集、数据整合、综合监察3部
分构成，实现系统互联互通和数据共享。
针对新提任科级干部特别是新提拔到重
点岗位的干部， 采集其工作业务系统的
信息数据进行整合和梳理， 建立统一的
标准规范和数据模型， 最终实现对其工
作领域的综合监察和监察数据统计分
析，形成系统监督的科学依据。

“两评”还须过公众评议关。由于新
提任科级干部的工作大多与群众生产、
生活息息相关，雨花区在各街道、乡镇组
建了400多人的“廉洁义工”队伍，分别由
人大代表、民主人士、居民群众等组成，
构建“廉洁直通车”“勤廉敢言本”和“义
工大帮扶”3大载体， 由区委领导定期听
取“廉洁义工”反馈情况，让基层群众时
刻监督新提任的科级干部。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7096 8 0 9
排列 5 17096 8 0 9 2 5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剑指“村霸”和宗族恶势力
益阳一个多月打击处理农村恶势力团伙11个46人

扣好廉洁从政“第一粒纽扣”
———雨花区探索建立科级干部廉洁教育预防新机制

肖军 黄巍 袁礼成 王有山

4月13日， 记者走在中铁三局渝
怀铁路增建二线V标项目工地上，见
工地彩旗飘飘， 施工车辆往来穿梭，
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

该标段全长为22.053公里，位于
怀化市鹤城、麻阳境内。主要工程有
路基、桥梁、涵洞、隧道等，总造价4.6
亿元， 合同工期42个月。V标项目经
理葛鑫介绍， 工程建设快速推进，与
建设单位开拓进取、当地干群无私奉
献分不开。

鹤城区把工作组建在标段区域，
“零距离”提供优质高效服务。该区组
建了由区和乡镇干部、标段联络员以
及标段所在村支书、村委会主任等组
成的工作组。项目部进驻后，各标段
工作组专人跟踪，上门服务。

为加快推进工程建设，鹤城区委

书记熊安台等区领导深入标段施工
现场，解决实际问题。同时，区里采取
“定领导、定专人、定方案、定时限、包
问题解决”等措施，开展矛盾纠纷排
查调处等。

凉亭坳乡党委委员、人大主席团
主席张涛负责铁路建设协调工作，一
心扑在工地上，节假日都在走访拆迁
户，听取意见。“修建铁路的根本目的
就是为群众谋利益。” 凉亭坳乡贺家
田村村民梁利国带头将自己家里的
房子拆除，为铁路让道。

“中铁三局渝怀二线项目部大
力支持精准扶贫工作，是非常有爱
心和社会责任感的企业。” 湖南日
报社驻鹤城区凉亭坳乡枫木潭村
扶贫工作队队长刘金星介绍，枫木
潭村建设光伏发电站，项目部以成
本价提供高质量、高标准的水泥硬
化地面。村里修建跨水桥，安排工

程师免费设计，还按成本价帮忙建
设。项目部还解决了当地剩余劳动
力60余人就业问题。

在项目工地，施工单位倾情为
群众服务的感人故事比比皆是。为
凉亭坳乡贺家田村修建了5座高标
准的“爱心便民桥”，每座造价30万
至50万元，方便了村民出行。为沿
线各村硬化土路1000多米，兴修便
道数十公里，投入机械帮助村里挖
引水渠、填筑土方，还为需要拆迁
房屋的村民主动提供机械和人力
帮忙。

路地携手、和谐施工，鱼水情深。
每逢节日，当地党委、政府广泛开展
路地走访活动，沿线群众经常为施工
队伍送去新鲜蔬菜。“地方上支持铁
路建设， 施工方帮助我们解决困难。
路地一家亲， 携手同心就会和谐共
赢。”当地一位村民说。

夏橙花果同枝
醉游人

湖南日报4月13日讯(记者 唐善理 通
讯员 陈健林 唐永军) 4月13日，在江永县
源口瑶族乡千亩夏橙基地， 绿叶、 白花相
间，金黄的夏橙挂满树枝，浓浓夏橙花香十
里可闻，沁人心脾，引来大批游客，他们深
深陶醉在这花、果同枝的迷人景色中。

江永县有夏橙5.1万亩， 主要分布在
源口、粗石江、夏层铺、兰溪等乡镇，年产
10多万吨，年产值达4亿多元。每年3月底
4月初，橙花绽放，并开始挂果，果实至第
二年六七月份成熟。 夏橙从挂果到采摘
历时15个月左右， 经历夏季的高温和冬
季的低温，从11月份开始变黄，之后变青
再变黄，历经“三青三黄”反复过程。每年
春夏，一望无际的夏橙果园，形成“花、果
同树”“果、果同树”的独特景观。春夏到
江永夏橙园赏花、摘果，成为当地旅游、
休闲新亮点。

路地和谐“鱼水情”

4月13日，花垣县团结镇铅锌矿山绿意葱茏。近年，该县加紧“两型”矿山建设，对团结、龙潭、
民乐等镇的矿区植树种草，恢复矿山植被，矿山生态环境越来越好。 龙恩泽 摄矿山披“绿装”双峰花门镇

评出8名孝子典范
湖南日报4月13日讯 （周俊 王玖华

贺龙衡 曾兵存）“孝是传统美德，也是每
个人该尽的义务。”4月12日，被评为双峰
县花门镇首届最美孝子的刘洞清， 在领
奖后感慨地说。当天，花门镇首届孝文化
节开幕。今年3月，双峰县花门镇开展“十
大孝子”（包括孝女、孝婿、孝媳、孝孙）评
选活动，经层层筛选，最终评出8名孝子
典范。

湖南日报4月13日讯（曾迪 陈永刚）
今天，长沙市“名师经典进基层”市民学
习活动在长沙市一中开福中学举行，著
名学者、 长沙民俗专家顾庆丰立足中华
传统文化，结合湖湘历史，为现场300多
名师生、社区居民讲了生动一课。

顾庆丰解释了长沙人吃得苦、耐得

烦、霸得蛮性格特质的由来，并由此推
及到湖湘人践行优秀传统文化的优势。
现场气氛热烈。

同时，中国好人杨德才因双目失明
离开讲堂，却依然坚持公益助人的感人
故事，也通过视频播放、学生讲述等方
式，向大家呈现。长沙市一中开福中学

校长蒋明权说，近几年来，每逢初、高中
新生入学， 杨德才都来分享自身经历，
传递助人为乐的精神，影响了许许多多
的学生。

此次活动由长沙市文明委主办，开
福区委宣传部、东风路街道浏河社区等
承办。

“话聊”胜强拆“智取”夜宵摊
望月湖街道文明执法
换来社区安宁

湖南日报4月13日讯（实习生 金原 记者 李治）这两天，
长沙市岳麓区望月湖街道的居民晚上睡得格外踏实，因为周
围的违规夜宵摊点已难觅踪影。没有强制手段，城管部门以
理服人，以情动人，换来社区一片安宁。

望月湖街道夜宵点曾经深受长沙“吃货”们青睐。每晚伴
随喧闹的是垃圾成堆、油烟污染，喝酒划拳的吆喝声，持续到
凌晨4时，严重影响居民生活。群众反映强烈，取缔店外经营
的夜宵摊点势在必行。但夜宵经营者大多为当地居民，强行
取缔可能引发矛盾。

年初开始，街道城管部门张贴了30份公告，悬挂了20条
宣传横幅，街道、社区的工作人员与居民代表一道上门对经
营业主做思想工作。通过数十次沟通，大部分经营店主转变
思想，承诺规范经营。社区牵头组织居民成立自治协会，每晚
对夜市情况巡视监督。街道还积极协调空置门面，让有实力
的业主搬迁，开新店规范经营。长沙开展“名师经典进基层”活动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4月 13日

第 20170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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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 1040 52208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149 173 198777

4 07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7年4月13日 第20170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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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652974432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8
二等奖 69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7650480
0 384127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909
49359
951834
6418332

28
1648
32534
215393

3000
200
10
5

0402 07 10 23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