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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4月26日讯 （记者 白培生
李秉钧 通讯员 王凌燕 徐道德 ）“全程
纪实，把人选推荐、联合审查、组织考察、
大会选举等每一个步骤、 每一个环节都
用表格记录下来，并通过签字背书，事事
有人负责，处处有人把关，我们操作起来
更踏实，选出来的干部也让群众更信服。”
4月26日，新当选的郴州市永兴县黄泥镇

涌水村党总支部书记曹新华感慨道。
为抓好今年村级换届选举， 郴州市

实行全程纪实， 通过步骤细化、 责任分
解、全程留痕，从源头和制度上倒逼程序
到位和责任落实。市里精心设计了村（社
区） 党组织班子成员推选工作全程纪实
登记表、村（居）民委员会成员推选工作
全程纪实登记表，共2套28张表格，实现

过程、内容和主体全覆盖。过程全覆盖，
即将每项任务按时间顺序拆分为若干环
节，使每项工作、每个环节和步骤都从头
至尾、完整无缺地记录在案。内容则按照
“一人一表”要求，将人选自身基本情况
和推选过程中产生的所有数据、 信息等
记录在案。同时，每个环节都明确责任单
位和责任人， 使纪实登记表成为名副其

实的“责任清单”。
“纪实登记表，实际成了指导工作的

路线图，有效杜绝了执行程序不严格、不
规范问题。”郴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陈剑
介绍，换届工作启动以来，已对全市1.13
万名村（社区）党组织班子人选推荐、审
查、考察、公示等，进行了全程纪实。目
前，没有发现一起违纪违规操作行为。

� � � � 湖南日报4月26日讯 （记者 蒋睿
通讯员 陈娟 曹毅）容积率1.73，建筑密
度26%，绿化率34.61%，车位330个，幼儿
园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许多首次到
访湘潭市雨湖区鹤岭镇果沙新苑小区的
人，还以为这里是高档商品房小区，实际
上是棚户区改造安置房。4月24日， 居住
在这里的湘锰退休职工王果良高兴地
对记者说：“以前我家三代人挤住在不
到40平方米的工棚房里，现在终于住上
了新房，这是区政府为我们做的一件大
好事。”

据了解，近5年来，雨湖区共实施棚
户区改造项目64个，涉及3.2万户，包括
湘潭火车站片区棚改、一环东路棚改、万
楼片区棚改、 风车坪社区综合整治等项
目。该区采取“拆”和“改”并举的方式，对
棚户区进行改造，创新推出部门分户包干
等方法。去年完成土地征收1560亩，拆除
房屋面积113万平方米， 占湘潭市征拆面
积一半以上，相当于该区“十二五”期间征
地拆迁总量，为棚户区改造奠定了基础。

同时，雨湖区将老旧小区、临街立面
整治列入棚户区改造计划。 去年投资

9300万元， 对39个老旧小区进行整改，
较好解决了老百姓居住环境不优的问
题。其中，风车坪社区综合整治项目是湘
潭市第一个大规模通过棚改建设“宜居
精美社区”试点项目，也是湘潭市保障性
安居工程示范项目， 改造实效获得当地
干部群众一致好评。

雨湖区委副书记、区长何锋介绍，今
年该区将实施改造项目12个， 涉及7634
户。将重点对河西滨江风光带片区、三桥
北片区、杨梅洲片区等实施改造，实现老
旧城区向5A景区的蜕变。同时，以风车

坪社区综合整治项目为典范， 将广场街
道南盘岭社区洗衣厂宿舍等1000户老
楼危楼纳入棚改范畴，进行房屋修缮、立
面美化、功能提升、基础设施提质等，消
除安全隐患，解决房屋渗水、墙体剥落、
下水道堵塞等一系列“老大难”问题。

岳阳培训桑日20名农牧民
湖南日报4月26日讯 （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游亚虎）

历经16天的汽车保养与美容技能培训， 西藏自治区山南市
桑日县20名农牧民在岳阳职业技术学院结业。今天，岳阳市
第八批援藏工作队领队杜宇告诉记者，工作队还将继续为农
牧民举办村医等技能培训。

岳阳市第八批援藏工作队自去年7月进藏后， 经过深入
调研，确定了3年援藏工作规划，特别是在援藏扶贫方面，提
出了教育、产业、科技、健康扶贫的工作思路，坚持“输血”“造
血”并举，“扶贫”“扶智”并重。今年初，工作队多次与岳阳职
业技术学院衔接， 制定了以该院机电工程系汽修专业为依
托，为桑日县汽修基础较好的农牧民提供汽车保养与美容技
能培训。岳阳市发改委积极协调，争取了财政专项培训经费
近30万元。

此次培训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室内培训和室外学习
配合，让学员们在短时间里学到了技术，结下了深厚情谊。

魏源雕像在杭州落成
湖南日报4月26日讯（记者 蒋剑平 戴勤 通讯员 刘小幸

王文彬 ）4月23日，我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和文学家
魏源的雕像在浙江省杭州市南屏山落成。湘浙两省相关领
导、专家学者和在浙湖南商会、异地商会会员参加了雕像
揭幕仪式。

魏源（1794一1857），今邵阳市隆回县人。他是近代中国
“睁眼看世界”首批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他提倡革新图强，
兴办实业，在其划时代的著作《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长技
以制夷”，这是中国思想从传统转向近代的重要标志。魏源晚
年弃官归隐，1857年卒于杭州，葬于杭州南屏山方家峪。

在浙江省湖南商会、邵阳商会推动下，去年魏源墓地
被定为杭州市历史名人墓地文物保护点，并按照规制对魏
源墓地进行了修缮。浙江省湖南商会、邵阳商会今年筹资
重修墓碑、捐赠魏源雕像和《海国图志》雕塑。其中魏源雕
像为半身像，用汉白玉雕刻而成，加上黑色大理石底座，高约
1.8米。

雕像落成仪式后，举行了魏源诞辰223周年纪念会和魏
源思想座谈会。

� � � � 湖南日报4月26日讯（记者 沙兆华
通讯员 隆海江 吴成贵）昨天，凤凰县
对选聘合格的235名大学生村主干开
展集中专题培训，对他们驻村工作进行
岗前培训，这是该县实施“三百人才进
基层”工程的其中一项。

去年来，凤凰县创新模式，实施选
派百名大学生村主干、百名乡镇全科医
生、百名青年后备干部的“三百人才进
基层”工程，为基层储备干部和医生，强
基层筋骨，破解农村发展面临的人才短
缺难题。

推行“一村一名大学生村主干”机
制， 计划用2年时间， 为全县281个村
（社区）各配备一名大学生村主干。目前
已选聘235名年轻大学生，充实到村支
两委班子， 使该县村级干部年龄老化、
文化层次低的局面得到缓解。

实施“百名乡镇全科医生”培养
计划， 用3年时间培养乡镇全科医生
118名， 与本县医卫专业的大学新生
签订人才培养协议，为他们提供学习
期间学杂费、 生活费等学习费用，毕
业后到定向的乡镇医院工作。目前已

培养56人。
实施“百名青年后备干部”培养计

划，用2年时间，培养100名优秀年轻干
部。在今年全省公务员考试中，该县申
报招录乡镇公务员职位就达60个，同
时， 选派17名县直单位青年干部到乡
镇挂职锻炼， 选派15名乡镇青年干部
到县内各重大项目、重点工程、重要工
作部门中培养锻炼，树立优秀干部“从
基层来、到基层去”的用人导向，促进基
层干部人才结构合理，有效化解人才断
层危局。

沅陵“税务贷”助力企业发展
湖南日报4月26日讯（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李青松

冯平 向春桃）“公司获得银行1000万元贷款，这是诚信纳税
带来的好处，不仅贷款利率更低，而且手续简化。”4月22日，
沅陵县自来水公司负责人沈年军高兴地说， 该县银税联合
推进“税务贷”，降低了企业融资成本，增强了企业依法诚信
纳税意识，对企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税务贷”项目是该县税务部门联合工商银行实施“银
税互动”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有力举措。4月19日，沅陵县国
税局、地税局与工商银行沅陵支行联合举办了银税互动“税
务贷”启动仪式。三方签订了合作协议后，银行现场对湖南
辰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授信5.2亿元， 对沅陵县自来水公司
授信1000万元，对沅陵县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授信500万
元，共计5.35亿元助力企业发展。

据了解，这是沅陵国税局、地税局根据2016年度纳税信
用评价结果，主动对全县A级纳税人进行调查走访，了解企
业实际资金需求，携手工商银行让企业获得优质贷款，湖南
辰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等3家A级纳税人从中受益。

临澧城郊社区
破解“垃圾围城”

湖南日报4月26日讯（记者 周勇军 通讯员 王爱军 王昆）
4月23日，记者走进临澧县安福镇农丰社区国旗组，见一条
条巷道干净整洁，一排排绿树生机盎然，一栋栋民房整齐有
序， 让人眼前一亮。 居民组长裴贻厚感慨地说：“这要感谢

‘创国卫’活动，环境卫生整治抓得紧、抓得实，让我们生活
在社区更加舒心了。”

农丰社区位于城郊结合部，一度面临“垃圾围城”窘况。
当地部分居民环卫意识淡薄，随意倾倒垃圾。近2年来，临澧
县以安福镇“创国卫”为契机，以民本民生为重，着力改善居
民生活环境。 各社区每月开展1次陈年垃圾集中大清理活
动，着力解决社区脏、乱、差问题。还针对群众反映的“路难
走、水不通、灯不亮”等实际问题，投入55万元，完成了安源
巷路面硬化及下水道改造等工程。

今年来， 安福镇已累计投入资金300多万元， 开展环
卫综合整治与陈年垃圾大清理行动，清理小街小巷280余
条，绿化街巷120余处，疏通下水道3800多米，清运垃圾
460多吨。

武陵区成立
首批社区党委

湖南日报4月26日讯（李寒露 夏孟琦
杨洋）近日，常德市武陵区府坪街道体育
东路社区举行党员大会， 选举产生了社
区党委会委员、纪委会委员。至此，武陵
区首批4个社区党委正式成立，开常德市
先河。

为加强社区党组织建设， 在这次村
级换届选举中，武陵区将党员人数在100
人以上、条件相对成熟、党员作用发挥明
显、党建特色亮点较突出的仙源社区、紫
桥社区、落路口社区、体育东路社区等4
个社区的党总支，改设为社区党委。与原
来的社区党总支相比， 社区党委职责更
大， 可以研究重大问题、 处置不合格党
员，对社区工作领导性更强。同时，上级
党委对社区党委班子自身建设及工作开
展，也将提出更高要求。

冷水滩区
兴起“家门口游”
湖南日报4月26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何卫军 冯丽萍）“今年‘五一’我
哪都不去，姐姐全家从北京回来，我陪他
们去附近的永州植物园看看， 再到四明
山爬一爬，到源味街吃土菜。现在冷水滩
可休闲的地方很多， 玩个两三天没问
题。”4月26日，永州市冷水滩区梅湾小学
的胡老师对记者说。

据了解，近年来，冷水滩区围绕永州
市“旅游升温”大会战，大力发展“家门口
游”，走活全域旅游一盘棋。与新农村建
设、基础设施建设大会战有机结合，优先
抓好条件相对成熟的岚角山楚江圩九街
十八巷、蔡市镇邓家铺村、上岭桥镇仁湾
村等10个美丽乡村建设。重点办好“旅游
升温”10件实事，包括抓好一个特色小镇
建设、建好一条旅游商品街、举办文化品
牌活动、推出一桌冷水滩特色菜、建设地
方特产展示窗口、编一套旅游丛书等。

今年来，冷水滩区乡村观光休闲游、
周末亲子自助游等“家门口游” 异常火
爆。据旅游部门统计，今年1至3月，该区
接待游客75万人次，同比增加23%。

� � � � 湖南日报4月26日讯 （周俊 曹蕾
曾德新）4月22日， 新化县游家镇源坤
等5家砖厂向镇财政所缴纳绿化保证

金，并签订植被修复承诺书，确保在规
定时间内完成绿化修复。游家镇地处新
化中部，煤炭资源丰富。近年来，游家镇

对辖区内所有煤矿实施关闭退出，引导
产业由“地下”转到“地上”，并建成了以
源坤砖厂为龙头的7家煤矸石砖厂，消
化陈年煤矸石。同时，镇里组织砖厂恢
复因煤炭开采造成的植被破坏，逐步修
复生态“伤疤”。

衡南“银杏树王”
逾1500岁

湖南日报4月26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阳新 廖湘杞）昨天，记者从衡南
县林业局获悉， 该局工作人员近日在该
县十牛峰景区发现一株树龄在1500年以
上的“银杏树王”。

这株“银杏树王”长在十牛峰半山腰
小庵寺旁，胸围达6.92米、地围达7.26米，
树高27米，东西冠幅18米、南北冠幅达17
米。经省林勘院专家鉴定，其树龄在1500
年以上。

记者在现场看到，“银杏树王” 主干
坚韧挺拔，枝叶繁茂，主树周围密密麻麻
生长着一圈小银杏树， 簇拥着这株千年
银杏。小庵寺的一位女居士介绍，小庵寺
历史久远，建于南朝梁代，寺前有一大一
小两株银杏树，种植时间均在千年以上。

郴州全程纪实紧盯换届选举
选出来的干部让群众更信服

“拆”“改”并举建设宜居精美社区

雨湖区棚改焕发老城新活力

� � � � 4月23日晚，吉首市矮寨镇，星空下的矮寨特大悬索桥与盘山公路相映生辉，蔚为壮观。 张术杰 摄

天桥星语

强筋骨 破解人才短缺难题

凤凰实施“三百人才进基层”工程

湖南日报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刘国庆

祁东县一个偏僻山村，退休教师李
良华每月3000多元的工资是这样支出
的：三分之一留作日常开销，三分之一
给长期患病的老伴买药，三分之一为书
屋买书。女儿出嫁时，唯一的嫁妆也是
1000多本书。

近日，记者在李良华担任管理员的
祁东县马杜桥乡延甲村农家书屋，见到
了他。

“20余年前，延甲村小学有一个学
生，很想买一套《十万个为什么》。”李良

华回忆，由于孩子家境不好，只好利用
空余时间捡破烂卖钱，可还是凑不齐买
书的钱。这事被李良华知道了，他便产
生了在自家办“农家小书屋”的念头。

1996年退休后， 李良华开始筹划
此事。 他把自己住了20多年的砖瓦房
收拾出一间，打扫干净。他上山砍来松
树，锯成木板，钉成书柜。1998年初，书
屋终于开张了。

书屋人气很旺，许多村民一有空闲
就来书屋。村民李大旺家在鱼塘养的鱼
得了病，急得团团转。听说书屋里有养
鱼方面的书，他赶紧过来。李良华为他

找到相关书籍，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今年4月初，天气温暖潮湿，高峰茶

厂种的茶叶出现发黄， 叶子有病斑。茶
厂负责人心急如焚。李良华闻讯，连夜
送去《茶树病虫害防治百问》，解决了难
题。“科技书籍胜良药呀。” 茶厂负责人
充满感激地说。

书屋的影响越来越大，慕名前来借
书的人也越来越多。人一多，书就少了。
李良华从自己的退休工资中挤出钱来
买书，并倡议当地干部群众捐书，还向
机关单位要书， 得到很多机关单位支
持，衡阳、长沙以及广东、广西、云南等
地好心人也热心捐赠。

如今，李良华书屋里的图书已增加
到10万多册，涵盖历史、文学、科技、童
话、医药等10大类，成为当地村民求知
学习的好去处。

退休教师李良华用三分之一的工资为书屋买书———

一片冰心在玉壶

新化县游家镇修复生态“伤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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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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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奖池：112483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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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4月 26日

第 2017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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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6 1040 723840

组选三 1094 346 378524
组选六 0 173 0

4 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