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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17日讯 （记者 戴
鹏 通讯员 江烨 郭倩 ）“您有困难
找我们，您要咨询政策找我们，您需
要代办服务也找我们。”这是11月14
日株洲县古岳峰镇腰塘村党员干部
“走亲”时，对村民作出的公开承诺。
据介绍， 株洲县正在开展“干部走
亲，党群同心”活动，为群众提供全
天候帮扶、无时差服务，密切党群干
群关系。

党的十九大刚闭幕， 株洲县就启
动了“干部走亲，党群同心”大走访活

动，并实行“乡镇干部联村、村干部联
组”帮扶机制，更好服务群众。县里制
作了17万余份便民挂历，公布联点乡
镇、 村干部及网格员服务电话和县纪
委、县委组织部监督电话，并向群众作
出公开承诺。

唐瑞芝是这次“走亲”活动重点帮
扶对象之一。 其儿媳妇早年离家出走
后杳无音信， 去年她的儿子又患脑癌
去世， 留下年迈的唐瑞芝夫妇和正在
读高三的孙女。今年孙女考上大学，唐
瑞芝无力供养。几天前，唐瑞芝试着拨

打了便民挂历上联点干部文光祥的电
话。了解情况后，文光祥很快帮她筹了
一笔钱，让孩子安心学习。

株洲县“走亲”活动中，党员干部
采取多种形式。11月4日上午，株洲县
人武部政委刘长峰在古岳峰镇家和村
进行走访时，邀请贫困户到村部
集中学习十九大精神。贫困户们
认真学习，有不懂的地方当场提
出来，刘长峰耐心讲解，勉励他
们坚定脱贫信心，依靠自己的双
手勤劳致富。

这次“走亲”活动，株洲县还在县
直单位组建了26支驻村帮扶队，组织
100个责任单位的2382名干部参与结
对帮扶， 并选派156名优秀干部到村
（社区）党组织担任第一书记，确保“大
走访”得到“大落实”。

湖南日报11月17日讯 （徐德荣
唐曦 唐兰荣）“今天督查了村组党员
干部十九大精神学习情况， 巡查了拆
违控违情况……”11月13日， 衡阳市
珠晖区和平乡江东村纪检监察联络员
谭清华整理监督台账， 并向其他村的
联络员介绍工作开展情况。

据了解， 为解决农村基层反腐倡
廉工作没有专人抓、专人管的问题，今
年6月开始， 珠晖区陆续在全区10个

乡镇（街道）68个村（社区）选配了36
名纪检监察联络员和136名纪检监察
信息员，重点对行政审批、政务(办事)
公开、办事效率、服务态度、规范收费、
清正廉洁等进行监督，将纪检监督“触
须”延伸到村，构建起全覆盖、无死角
的村（社区）级纪检网格，严防“微腐
败”。

“这是打通监督执纪‘最后一公
里’的一种探索，是不断扎牢纪检监

察制度笼子的一种尝试。” 珠晖区纪
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村、社区所配纪
检监察联络员、信息员，都是通过组
织推荐、部门联审、党委讨论、张榜公
示等程序推选出来的，一般由群众信
任、熟悉情况、热心为村民服务的党
员担任。

据悉，村（社区）纪检监察“联络
员+信息员”模式，他们除对所在村
组党风政风开展监督外， 还要当好

“三员”，即当好“宣传员”，加强政策
和正面典型宣传；当好“信息员”，及
时了解群众中的问题， 做到抓早抓
小、防患于未然、及早处置；当好“监
督员”， 重点对村支两委班子勤政廉
洁、“三资管理”、 财务管理等情况进
行监督。目前，珠晖区纪检监察联络
员、信息员协助区纪委开展基层党员
干部违纪违法线索排查，已提供有效
线索20余条。

湖南日报11月17日讯 （记
者 熊远帆 通讯员 黄姿 ）11月
16日，长沙经开区、长沙县启动
“奋战100天，腾地8000亩”动员
大会， 以实际行动深入学习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振兴
实体经济，服务重大项目。会上
透露，长沙经开区、长沙县将在
黄花、黄兴、长龙3个片区铺排
项目共计 36个 ， 需拆迁腾地
8818亩。

今年以来，长沙经开区、长沙
县先后引进、培育、发展了一批大
项目、好项目，招商形势较好。截
至目前， 长沙经开区在谈投资过
10亿元的重大项目11个， 其中7
个基本达成落户意向， 总投资超
过800亿元， 一旦全部落地可实
现产值1200多亿元。 但同时，以
土地为主的资源要素十分紧张，
保障项目用地需求的形势十分逼

人。
长沙经开区党工委书记、长

沙县委书记曾超群介绍， 长沙
经开区和长沙县在此次拆迁腾
地工作中，将把“区县一体”从
宏观统筹落实到微观操作层
面，严格按照“一体指挥、一体
调度、一体服务、一体保障、一
体督查”的工作要求，确保总体
目标的实现。

今年来，长沙经开区、长沙县
认真贯彻落实省市“创新引领、开
放崛起”“创建国家中心城市”发
展战略，全面推进“二次创业”，经
济运行稳中有进。前3个季度，区、
县完成规模工业总产值1982.4亿
元， 增长12.4%； 地方财政收入
167.2亿元，增长35.2%；完成全社
会固定资产投资773亿元， 增长
16.8%， 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态
势。

湖南日报11月17日讯 （记
者王文 通讯员 章文正） 昨日，
浏阳经开区以“长沙人才新政22
条”为根基，出台了《浏阳经济技
术开发区创新创业人才扶持奖
励办法》， 推出26项新举措精准
揽才。

该办法涉及4个方面， 包含
26项新举措，描绘出一本更贴近
园区需求、含金量更高、覆盖范
围更广的引才指南。以企业新引
进的博士、硕士、本科等全日制
高校毕业生的奖励补贴为例，浏
阳经开区出台的政策规定，两年
内每年分别发放3.5万元、2.5万
元、1.6万元租房和生活补贴，高
于“长沙人才新政”的奖励；在购
房补贴上， 补贴范围从博士、硕
士扩展到本科生， 提出在长沙
（园区）首次购买商品房居住的，
分别给予9万元、5万元、2万元购
房补贴。特别是，园区针对现有
在职的博士、硕士、本科等全日
制高校毕业生，在园区受聘企业
工作已满3年的， 分别给予3万
元、1.5万元 、0.8万元一次性奖

励； 在园区首次购买商品住房
的， 分别给予3万元、2万元、1万
元购房补贴。

在引进紧缺急需人才方面，
浏阳经开区同样给予更高补贴，
并提出在园区内首次购买一定面
积商品房居住的，根据人才类别，
以园区同期市场均价分别给予购
房款50%、40%、30%的补贴，最
高不超过50万元。 针对园区实
际，还特别提出对教育、卫生单位
引进的高层次紧缺急需人才，给
予最高不超过30万元的首次购
房补贴。

在实施“园区工匠”铸造工
程方面，园区给予人才更高的奖
励，规定对新引进或获得“中华
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及相
当层次奖项的高技能人才，给予
150万元奖励， 并给予用人单位
75万元奖励，同时给予获奖选手
最高不超过30万元的首次购房
补贴。 对新落户园区的技工学
校、高职院校，其项目支持及奖
励补贴，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
进行。

“全天候帮扶+无时差服务”方便群众

株洲县党员干部“走亲”忙

“联络员+信息员”严防“微腐败”

珠晖区纪检监督延伸进村

振兴实体经济 服务重大项目
长沙经开区、长沙县将腾地8818亩

浏阳经开区26项新举措精准揽才
购房最高补贴50%

湖南日报11月17日讯 （记者 彭
业忠 通讯员 易果）“4万亩可采摘的
黄金茶园， 今年产茶500余吨， 产值
3.52亿元，5.75万名茶农人均年增收
3800元，这成为保靖最大的精准脱贫
支柱产业。”11月16日， 保靖县委常
委、县委宣传部部长尹海霞，在保靖
县召开黄金茶精准扶贫的“诸葛亮
会”说。

2017中国茶业科技年会保靖
黄金茶产业扶贫专家座谈会由中
国茶叶学会主办，由湖南省大湘西
茶产业发展促进会、 省茶叶学会、
省茶业协会承办。来自安徽、江苏、
云南等全国各地的近百名中国茶
叶学会专家，考察指导保靖黄金茶
产业建设情况，助推保靖县精准脱
贫工作。

在保靖黄金茶原产地黄金村，
专家组一行考察了黄金村黄金寨古
茶园、保靖黄金茶博物馆、茶树王。
保靖黄金茶面积达7.84万亩， 可采
茶园4万亩，茶园基地年平均以1万
亩左右稳定增长。预计2020年黄金
茶面积可达10万亩，产值10亿元。

省茶叶研究所党组书记谭正初
从突出特色、保持优势、加大宣传、加
强监管等方面建言献策，希望让保靖
更多的贫困户通过发展保靖黄金茶
这一“绿色金矿”实现精准脱贫，让所
有的爱茶人能够喝到保靖黄金茶。来
自安徽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的
专家廖万有，从有机肥、家肥使用及
科学规划茶园建设、 土地山貌垦殖、
现代高标准茶园建设等方面提出了
建议。

湖南日报11月17日讯 （通讯员
李治国 记者 徐典波）11月15日18时
20分， 汨罗市汨罗镇北托学校附近
G240公路旁，一名50岁左右的男子不
慎坠入4米多深的排水井。消防官兵经
过紧急救援，成功将该男子救出。

当晚， 岳阳市消防支队汨罗中队
接到报警后，立即出动1辆消防救援车

和7名消防官兵赶赴现场救援。到达现
场后，消防官兵经过现场初步勘查，发
现该男子跌入路边一个直径约1米、深
约4米的排水井，男子腿部受伤无法动
弹，意识清醒。

现场救援立即展开。一名消防战士
佩戴好安全吊带，利用救援三脚架缓缓
下降到井底实施救助。一到井底，消防

战士在安慰被困男子的同时，迅速将连
接到救生绳上的安全腰带固定在男子
身上， 井上人员合力将其拉上地面，送
上120急救车，目前该男子伤情稳定。

据了解， 事故原因为路旁排水井
未封盖，加上天黑，该男子在行走过程
中不慎跌入井中， 路人发现后立即拨
打119请求帮助。

湖南日报11月17日讯 （记者 刘
跃兵 通讯员 邓微 ）11月17日8时，
永州市境内二广高速永州服务站附
近，一辆货车为躲避前方车辆，撞向
山坡，货车上2人被困，危及生命。永
州消防支队零陵大队官兵、 高速交
警、120医务人员紧急救援， 成功救
下2人。

8时34分， 永州消防支队零陵大
队接到119指挥中心调度， 消防官兵
迅速赶到事故现场。 严重变形的货车
驾驶室内，两名男子腰部以下被卡住，
情况十分危急。

消防官兵立即利用液压扩张
器、液压剪切钳、液压顶杆等破拆驾
驶室。同时，医务人员紧急施救。然

而， 由于驾驶室严重变形， 破拆困
难。消防指挥员果断改变救援方案，
指挥大家从货车副驾驶室方向施
救，并请求增援。消防官兵利用液压
剪切钳等， 将车辆零部件一点一点
清除。 在增援的消防特勤中队官兵
的共同努力下，30分钟后，被困人员
全部被救出。

湖南日报11月17日讯 （记者
周勇军 肖洋桂 ）今天上午，常德
市举行无邪教示范创建表彰授牌
大会，对56个获得全国、全省“无
邪教创建” 示范单位予以表彰和
授牌。

据介绍， 自中央防范处理邪教
办在全国部署开展“百县千乡万村
无邪教创建示范工程”活动，省委防
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实施
《关于建立健全无邪教创建工作长
效机制的意见》以来，常德市各级党
委、政府高度重视，相关职能部门密
切配合，基层单位积极参与，精心组
织开展无邪教创建工作， 取得明显
成效。

湖南日报11月17日讯 （陈新）
今天上午， 在长沙市雨花区川河苑
施工现场，建筑材料摆放整齐，工地
裸土被绿网覆盖， 一辆运输车正在
清洗。而这一切都被远在10多公里
外的长沙市雨花区建筑工程质量安
全监督站工作人员看在眼里。

为加强施工现场扬尘污染情
况监测，长沙市雨花区在全区26个
建筑工地安装了86台扬尘在线监
测仪， 率先实现工地监控全覆盖。
工作人员可通过“天眼”，对在建工
地施工情况进行动态监控。一旦发
现数据异常， 可督促工地及时整
改。据介绍，从11月8日至17日，共
有7个在建项目因监控数据不达标
而停工。

湖南日报11月17日讯(记者 颜
石敦 通讯员 曹航) 汝城县热水镇
今天传来消息， 该镇近日获批为
2017年全国文化产业特色小镇十
佳样本镇， 这是我省这次唯一获此
殊荣的乡镇。此前，热水镇曾获评全
国环境优美乡镇、 全国特色旅游名
镇等。

热水镇是国家4A级景区汝城
温泉核心区，境内有华南地区“水温
最高、流量最大、水质最好、面积最
宽”的优质温泉。近年来，该镇抢抓
全域旅游发展机遇， 以温泉旅游为
核心，大力挖掘当地畲族文化，将唱
山歌、抖大禾米糍、舞香火龙等搬上
旅游“舞台”。先后组织开展了三月
三温泉煮鸡蛋、自行车赛、高山帐篷
节、温泉漂流、环城跑等活动。今年1
至10月， 热水镇接待游客52万人
次，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3.3亿元，同
比分别增长17%、21%。

新闻集装

常德一批无邪教
创建示范单位获授牌

雨花区26个工地
装上扬尘在线监测仪

热水镇跻身全国文化
产业特色小镇

永州多方营救高速被困人员

男子坠深井 消防急救援

保靖为黄金茶开“诸葛亮会”
预计2020年黄金茶面积可达10万亩，产值10亿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
二等奖 10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783711
0 25481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235
664
8921

6
21
209

2168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2898
102406

328
2658

1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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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437 1040 454480

组选三 366 346 126636
组选六 0 17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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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 长沙
市岳麓山景区爱晚
亭， 漫山红枫将初冬
季节装扮得红红火
火， 引得游人纷纷驻
足拍照。 由于10月份
的温度、光照、水分三
大因素的叠加作用，
今年岳麓山景区的枫
叶变红比往年早了20
天左右。目前，已进入
最佳观赏期。

傅聪 摄

枫叶红
游客乐

湖南日报11月17日讯 (记者
曹辉 通讯员 陈思)今天，绵绵阴
雨笼罩着湘潭， 但杨梅洲大桥项
目建设现场却是热火朝天。“E匝
道首件箱梁的顺利浇筑， 开启了
大桥桥梁施工的‘大门’，这标志
着主体工程建设再次取得重大进
展，工程施工进入了新的阶段。 ”
项目生产部经理李颖乐兴奋地告
诉记者。

杨梅洲大桥是湘江跨度最大
的斜拉桥， 为湘潭建设的重点项
目。主桥采用双塔混合梁斜拉桥，
全长1108米，斜拉主跨宽658米。
大桥主塔高181米， 主墩桩基直
径3米，桩基最深达100米，孔径
大、桩身长、地质复杂，给施工带
来巨大挑战。 河西E匝道属沿江
南路互通式立体交叉匝道桥和滨

江中路互通式立体交叉匝道桥，
为钢筋混凝土现浇连续箱梁，箱
梁宽度为11.75米。 E匝道曲线半
径小、坡度大且为变化坡，给钢筋
绑扎、 混凝土浇筑及骨架片安装
带来极大困难。

湘潭城乡建设发展集团铁投
公司、中交三航局二公司及设计、
监理单位对钢筋布设工艺不断优
化， 通过设计图纸与现场实际相
结合， 顺利完成了钢筋绑扎。 同
时，项目部合理统筹安排人、物、
料， 过程严格控制， 材料准备充
足， 保证了首件箱梁浇筑顺利完
成。

“预计2019年底大桥将实现
贯通。 到时候，河东将以最便捷
的方式与西二环连接。 ”李颖乐
说。

湘潭杨梅洲大桥
首件箱梁完成浇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