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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邹太平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2017年全国两会期间， 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 中纪委书记王岐山
同志对湖南麻阳苗族自治县“互联
网+监督” 经验做法给予高度肯定，
指出“‘互联网+监督’给监督插上科
技的翅膀”。

3月以来，该县积极提升“互联
网+监督”平台功能，除纪检监察系
统外，让“监督插上科技的翅膀”广
泛应用于扶贫领域， 取消违规领取
城市和农村低保1126户2700人，清
退不符合条件贫困人口5500人，挽
回易地扶贫搬迁、 失地少地农民养
老保险等经济损失3000余万元。

近日， 记者走进该县谭家寨乡
楠木桥村便民服务站，一台“互联网
+监督”终端机映入眼帘。 只见一村
民用自己的身份证在电子屏幕上一
扫， 系统便自动显示出他所享受政
策的项目、金额和发放时间等。

大数据自动 “碰撞 ”，
织密“监督网”

“100多项民生资金，如财政局
发放的扶贫资金、 民政局发放的低
保、 住建局发放的农村危房改造补
贴等， 每一笔资金的发放时间、金
额、对象，都记录数据库中。 ”该县纪
委副书记张寿文给记者现场演示，
这个监督平台的核心部分， 由两个
数据库组成，一个是人员信息库，里
面有8万多条数据， 包括去世人员、
公职人员、村干部、买房购车人员、

门面业主等；另一个是民生资金库，
目前积累了90多万条数据。

平台通过大数据自动碰撞对
比、分析和预警，开辟便捷的投诉举
报和反馈渠道，织密监督网络，及时
发现问题线索，实现快查快办，有效
净化了基层政治生态。 通过碰撞对
比， 平台发现民生领域各类疑似问
题线索19万余条，涉及低保、扶贫、
危房改造等多个方面。

周尚森是麻阳石羊哨乡政府的
一名干部， 几年前， 他利用职务便
利，帮父母办理农村低保。 平台运行
后， 他主动向乡纪委反映并取消了
其父母的低保资格。

据统计，1月至8月，该平台已发
现扶贫领域问题线索7591件， 立案
查处56件，处理28人，党纪政纪处分
26人。

做准扶贫项目信息公
开，盯紧资金“去向”

“钱从哪里来，花到哪里去，干
了什么事， 效果怎么样， 有没有问
题。 ”该县纪委副书记龙永杰介绍，
平台建设围绕扶贫项目的这5个问
题，由县扶贫办牵头，将乡、镇、村委
单位编制资金项目全部导入平台系
统；发改、住建、农业、民政等相关单
位根据职责，将扶贫项目在施工前、
施工中和竣工后的照片及信息于规
定时间内进行公示； 对拟发放的资
金，上传至平台进行扫描“体检”，发
现问题及时复查复核并纠正， 由此
实现对资金和项目来源、 去向、过

程、效果、问题、投诉等信息的全面
公开、全面监督。

江口墟镇大禾田村村民通过终
端查询机发现，该村村民彭祖保、彭
武等7户不属于地质灾害户，却领取
了国家地质灾害搬迁补助款5万元，
于是通过平台向县纪委举报。 后经
纪委调查，情况属实，为国家追回了
共计35万元的地质灾害搬迁补助
款。 同时，对大禾田村党支部书记彭
祖坤、 村委会主任陈际权等给予党
内严重警告处分。

平台的分析比对功能对扶贫工
作帮助很大， 特别是在精准识别贫
困户问题上， 解决了以前人工采集
不全、 不准的问题； 在前期扶贫资
金、项目的拨付上，平台提供筛选、
预警功能。

陈启彪是板栗树乡麻林坪村村
民，此前一直以“一户8人”的标准享
受贫困户待遇， 并在2016年12月通
过易地搬迁农户建房项目， 获得补
助款12万元（该乡易地搬迁实行每
个人头2万元， 每户12万元封顶政
策）。

通过“互联网+监督”平台，该县
以“7人”为标准设置，筛选出包括陈
启彪在内的一批“超常规”贫困户家
庭，发现了问题。 原来，陈启彪长子、
长媳、长孙在县城购有住房，不符合
贫困户条件。

“全网通”“村村通”，
“互联网+监督”不断升级

“通过引导发动群众通过手机

互联网、 微信公众号、 终端查询等
方式， 用前台的公示查询监督反馈
功能既查自己又看别人， 置广大党
员干部于群众监督之中。” 县委常
委、 县纪委书记易勇说， 坚持“公
开是原则， 不公开是例外”， 确保
平台“全网通” “村村通”， 做细
村级财务公开， 共同把信息采集推
入良性轨道。

9月初， 该县纪委查处了大桥
江乡豪侠坪村原村支部书记龙绪祥
等人弄虚作假、 非法占有易地扶贫
搬迁安置房的问题， 给予17名责任
人员纪律处分或组织处理， 其中处
级干部3人， 科级干部9人。

经查，豪侠坪村易地扶贫搬迁集中
安置项目存在违规购买或相互转让建
房指标建房、挪用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征
地补偿29.40万元、 易地扶贫搬迁建房
项目工程竣工验收不到位等问题。

“这是由于农村住房没有房产证登
记手续，造成目前平台对于村民私下交
易建房指标、住房监管出现空白。” 易勇
介绍，这些情况，作为每个月需要在村
里工作22天的扶贫队长来说，哪个村民
建了新房、搞了装修，应该清楚。

“以‘扶贫村’为核心，将‘扶贫
工作队’与‘扶贫资金’‘扶贫项目’

‘贫困户’等作为并列板块，统一进
行公示。 没有及时上传相关情况，平
台自动预警，纪委复查复核、问责追
责。” 易勇表示， 麻阳的“互联网
+” 平台， 将从资金、 项目的源头
到尾巴的整个链条， 全部阳光运
行。

� � � � 湖南日报10月11日讯 （记者
沙兆华 通讯员 黄蕴）今年来，我省
全面推进乡镇妇联区域化改革和
村（社区）会改联工作。截至目前，全
省1939个乡镇（街道）妇联完成换
届，配备兼职副主席、执委，完成率
100%；28996个村（社区）完成妇代
会改建妇联，完成率100%，基层工
作力量大幅发展壮大。

全省各级妇联深入贯彻中央、省
委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意
见，按照全国妇联部署，落实“三性”
要求，坚持问题导向，扎实有序推进
各项改革任务。 今年6月，省委办公
厅印发了《湖南省妇联改革实施方

案》。 改革后，省妇联班子减少1名专
职副主席，增加1名挂职副主席，配备
3名兼职副主席，增替补一批知识女
性和劳动妇女进入省妇联执委会、常
委会。同时，省妇联机关开展“三联二
访三帮”活动，下基层切实转作风、察
民情、听民意、解民忧，大大增强了机
关干部务实作风。

坚持党建带妇建，大刀阔斧、快
速有力推进基层改革， 全面进行乡
镇妇联区域化改革和村（社区）会改
联工作。 以平江县安定镇秋湖村为
例， 此村由3个贫困村合并而来，在
“会改联”以前，秋湖村的妇女工作
基础比较薄弱，今年6月8日，通过

妇女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村妇联，
选举产生1名主席、2名副主席、12
名执委，队伍得到极大充实。

经过改革，原来乡镇（街道）妇
联由1人增加到25名成员， 村（社
区） 由1名妇代会主任转变成15名
妇联成员，全省新增乡镇（街道）兼
职副主席5746名，执委47011名；新
增村（社区）妇联兼职副主席60274
名，执委425806名，大大夯实基层
力量。改革后，基层妇联干部从原来
的3万多人扩大到近50万人。 省妇
联党组书记、主席姜欣表示，改革后
的妇联组织正成为基层党委政府的
得力臂膀，在全省脱贫攻坚、实施农
村妇女“两癌”免费检查、带动妇女
创业就业、调解家庭矛盾、关爱留守
儿童、整治环境卫生、移风易俗等方
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越南籍女子急切求助
涟源救助站
服务暖心
湖南日报10月11日讯 （记者

陈勇 通讯员 周金红 吴晓明 ）
“感谢涟源市救助站的叔叔阿姨，
让我们母女有吃有住， 和家人联
系上了。”近日，面对记者等人，越
南籍女子谭小蓉（中文名）用不太
流利的中文说道。

9月28日下午5时许，一名怀抱
小孩的年轻女子来到涟源市救助
管理站， 急切地向值班人员求助。
经过耐心细致地询问，她断断续续
讲述了自己的基本情况。该女子自
称系越南老街人，20岁，叫戈吉盼，
中文名字谭小蓉，3年前被人带进
中国，在娄底市双峰县甘棠镇与人
成家并育有一名两岁的女儿。值班
人员立即将此情况向管理站负责
人反映。

经公安部门查证和联络， 证
实其确实为越南老街人且有返回
越南的意愿。 救助管理站根据救
助流程， 与对口涉外救助站启动
护送工作的相关程序， 到定点医
院为母女俩做了相关身体检查，
给她们安排了单独的母婴室临时
居住， 提供可口的饭菜， 还购买
了换洗的衣裤、 鞋子、 婴幼儿食
品、 水果等日常物资送给母女俩。
救助管理站人性化、 规范化、 精
细化的服务， 让外籍求助人员感
受到贴心的温暖与关怀。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徐敏 刘广

� � � � [名片]
涂备宁、倪浩、罗子杰、姚思宇、

金鹏、熊燕，6个专业相近、意气相投
的“90后”，创立文化传媒公司，拍摄
湘阴美景美食、民俗文旅，传承人文
历史，乐此不疲。

� � � � [故事]
� � � �“咱湘阴真美呀！”“高笋炒肉、糖
油粑粑是我儿时的最爱。”今年国庆、
中秋“双节”期间，反映本土民俗文旅
的短片《湘阴，你好》，在湘阴人的微
信朋友圈里疯传。

谁能想到， 这撩起人们无限乡
愁的精美视频，竟出自6个刚出校门
的“小毛孩”之手。

1995年出生的涂备宁，毕业于九
江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大四开
始，他参与拍摄一个纪录片。 涂备宁
回忆起两年前让自己深受感染的一
幕：“北京来的摄影师，为了拍摄一个
场景，在烈日下一干就是几个小时。 ”

2016年7月大学毕业后，涂备宁
来到长沙工作。 地铁、公交车上播放
的关于长沙地方特色美食、 文旅之
类的视频，让他遐想：“我何时能拍出
反映家乡湘阴的片子呢？ ”

涂备宁的想法与同乡校友倪浩、
罗子杰不谋而合。 2016年10月，在朋
友资助下， 他们开始拍摄一部反映湘
阴风土人情的小影片。每天凌晨起床，
忙到深夜， 凭一台摩托车跑遍了湘阴
城乡。这部《湘阴文化》小影片，在放入
微信公众号的当天就有3万多点击量。

此后，他们做了很多小影片，但反
响都不尽如人意。 家人和朋友都不看
好，劝他们还是找一份靠谱的工作。

零打碎敲成不了气候。2016年12

月，同乡小伙姚思宇、金鹏和南昌姑
娘熊燕，羡于涂备宁、倪浩的闯劲，一
同加盟。 6个意气相投的小伙伴，在长
沙创立了湖南小木锤文化传媒有限
责任公司。“木锤钉钉子，慢却稳，钉
久了，总能‘钉’出一份精致；‘小’以
示谦。 ”涂备宁这样诠释“小木锤”。

缺资金，倪浩出面贷款。 大伙不
惜耗时耗力耗资打磨作品。 2017年
春节前， 他们与本地微信公众号合
作，推出大型贺岁片《湘阴盼着您》；4
月，和湘阴县委宣传部共同打造大型
歌舞剧《看山看水看湘阴》，网络点击
量突破15.5万人次； 把姜盐豆子茶、
糖油粑粑等传统美食拍得“香喷喷”
的《共享美食飘“湘”》，让众多漂泊的
游子分享到了浓浓的乡情与乡愁。

有时候，为了拍摄一个真实的场
景，他们踏破铁鞋、磨破嘴皮。作品日
渐成熟后，一些单位慕名而来，请他
们拍摄了《行进中的文星教育》《维
拉，品质的背后》等视频宣传片。

湘阴，已然成为他们创作、开发
的主战场。 在9月底举办的2017中国
湖南国际旅游节期间，他们制作的岳
州窑纪录片《千年窑火 盛世辉煌》，
传统与现代技艺鬼斧神工，色调与旋
律气势恢宏，让人叹为观止。

“家乡的变化很大，很多曾经的
记忆已留存于老照片了。犁、耙、箩筐
等传统农具，街头理发匠、铝制面盆、
烧水壶等已难觅踪迹，传统匠人和手
艺人已越来越少。 ”涂备宁惦记着这
些日渐消失的传统。 他们遍访散落
城乡的传统匠人，取景，拍摄。

“队伍就驻扎在湘阴，慢慢地做
作品！”倪浩憧憬着，他们筹划拍摄纪
录片《湘阴匠人》和《湘阴人的一天》，
给家乡的人们展现那些渐行渐远的
记忆，“或许，我们的工作能促进人们
对一些古老技艺的传承。 ”

6个“小毛孩”“拍”出家乡美

� � � �湖南日报10月11日讯 （记者 沙
兆华 通讯员 杨登） 今天， 全省司
法行政系统处级干部研修班在北京大
学开班。 来自全省司法行政系统的80
余名处级干部将在此进行为期9天的
培训。

当前， 司法行政系统各项改革
全面吹响冲锋号角， 我省司法行政
工作任务十分繁重， 到了破旧立新
的关键时期， 更需要“关键少数”
主动作为和善于作为。 这次培训班
是省司法厅今年党员领导干部教育
培训的一项重点工作， 也是加强领

导干部能力建设的一项实际举措，
旨在依托名校名师资源， 加强教育
培训工作， 帮助党员领导干部拓展
视野、 丰富知识、 更新观念， 不断
提升综合领导能力和法治实务水平。

培训中， 将邀请北京大学、 清华
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等校的知名教授
和专家， 围绕着“四个全面” 进行深
刻阐述， 以专题的形式从坚定理想信
念、 增强党性原则、 司法行政工作创
新、 政治体制改革与中国法治的衔
接、 人民司法革命传统和转型等方面
进行深入讲解。

全省司法行政系统
处级干部研修班开班

� � � �湖南日报10月11日讯 (记者 杨
元崇 通讯员 方争辉) 今天下午，省
全民国防教育委员会办公室在永顺
县卧塔镇红军广场举行授牌仪式，授
予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旧址国家国
防教育示范基地牌匾。 至此，我省有
了15处国家级国防教育示范基地。

据介绍， 2009年以来， 国家国
防教育办公室先后命名3批共320处
国家国防教育示范基地。 第3批命
名了20个基地， 位于永顺卧塔的湘

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旧址是其中之一。
1934年12月， 贺龙、 任弼时、

关向应、 萧克、 王震等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从枪林弹雨中来到永顺
塔卧落脚， 当地“雷家大屋” 成了
湘鄂川黔边区革命根据地的湖南省
委驻地。 贺龙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
命家有力配合和策应了中央红军长
征，孕育了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红二
方面军，塔卧镇也被史学家誉为“江
南延安”。

我省新增一处
国家级国防教育示范基地

从严治党在路上

麻阳打造“互联网+监督”平台升级版———

精准扶贫插上了科技翅膀

基层妇联队伍从3万扩充至近50万
全省妇联组织改革见成效

迎接十九大
赤心献给党

10月11日， 老师为
学生讲述党旗的来历。
连日来， 城步苗族自治
县儒林镇中心小学通过
举办唱党歌、 讲党的故
事等系列活动， 表达广
大师生对党的十九大即
将召开的期盼和喜悦之
情。

严钦龙 肖远清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