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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谢德才）11月27日，2017年张家
界市全域旅游人才精英班在中山大学珠
海校区开班， 张家界旅游管理人员、A级
景区(点)负责人、旅游营销精英人才等54
名旅游精英人才参加培训“充电”。 据了
解， 为期5天的全域旅游人才精英班以提
升旅游行业的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为目
标， 开设了文化创意产业与旅游产品开
发、乡村旅游与旅游商业化管理、旅游目
的地营销与旅游形象宣传、智慧旅游等紧
扣全域旅游发展脉搏的精品课程。

张家界：
旅游精英培训“充电”

湖南日报记者 谢璐 通讯员 刘松

11月24日，一场“阳光处访”公开答复
会在长沙市望城区黄金园街道桂芳村举
行，街道纪工委对村民朱某举报村支书陈
劲辉私自扣留土地征收款的调查进行公
开答复，由党员代表、村民代表、德高望重
的老同志、“两代表一委员”组成的“群众
评议团”进行无记名测评。最终，“举报与
事实不符” 的调查结果得到百分之百认
可，既还了干部清白，又给了群众明白。

这是望城区创新党风廉政建设举措
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该区在正风反腐、
巡察监督、教育预防、队伍建设等方面持
续创新，上演出一台台反腐好戏。

“一案双查”追责30名干部
今年5月，望城区一名副局长受到党

内警告处分， 在干部群众中掀起一阵波
澜。这名干部业务能力有口皆碑，谁也没
想到，“问责”的板子会打到他身上。

原来， 乔口镇乔口社区临时工委副
书记刘文、 临时工委委员戴新根的严重
违纪违法行为今年4月被查处，而此两人
的主要违纪违法行为发生时， 正值这名
副局长担任乔口镇党委副书记、 乔口社
区党支部书记（兼）期间，他作为党风廉

政建设第一责任人， 明显存在落实主体
责任不力的问题。

党风廉政建设要求狠抓“两个责
任”，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案件当事人
受到处分后， 再去追究其相关主要领导
的责任，往往存在事后取证较难、责任难
以界定等困难。为此，望城区纪委于2016
年出台《党风廉政建设“责纪同查”操作
办法》， 今年根据新颁布的党内问责条
例，进一步修改完善为《党的问责一案双
查实施办法》，在追究当事人责任的同时
倒查追究相关领导责任，切实推动“两个
责任”落地生根。

今年1月到10月，该区对落实“两个
责任” 不到位的6个党组织、30名领导干
部进行责任追究， 用强有力的问责机制
压实了管党治党责任。6月， 中央纪委党
风政风监督室来长沙调研时， 对望城的
做法给予了高度肯定。

查处基层“微腐败”82个
“搭帮纪委，不然住院报销都不知道

该找谁。”近日，望城区大泽湖街道南塘
村荷塘片的一位村民出院时感慨。

原来，去年11月，该片党小组长唐照
彬在收取了本组75名村民2017年度城乡
医疗保险金1.12万元后，并没有向医保系

统缴存，而是用于偿还个人借款。街道纪
工委接到群众举报后，经调查核实，督促
其将“拔了的毛”退了回去，并给予其党
内警告处分。

“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们就
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 望城区委常委、
纪委书记秦国良表示，“我们对类似这样
职位低但影响大、金额小但性质恶劣、事
情小但反映强烈的案件坚决查处并通报
曝光。”今年以来，望城聚焦群众身边的
不正之风，紧盯基层站（办、所、队）长、科
长、校长、院长、“村长”、组长等“六长”和

“村霸”，系统整治“微腐败”。今年1月至
10月，该区共查处“六长一霸”典型案件
82个，党纪政纪处分62人，移送司法机关
10人，追缴资金255万元。

设立804个“廉情信息点”
“张书记在谎报花卉苗木种植面积，

骗取征拆费。”2016年底， 望城区白沙洲
街道马桥河村村民之间流传着这样的信
息， 这一信息经廉情信息员、 村纪检小
组、街道层层上传至区纪委，经调查，最
终使一个基层腐败典型浮出水面。

马桥河村党支部原书记张国成，
在某项目拆迁中，以“伪造土地租用协
议，虚报花卉苗木种植面积”的方式，骗

取国家征拆资金23.7万元，另外还以加快
项目拆迁、 解决拆迁群众实际困难的名
义，从中收取、截留拆迁对象补偿资金8
万元。目前，张国成受到开除党籍处分，
并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为打通党风廉政建设最后“一米”，
自2012年起，望城在全区128个村（社区）
成立村级纪检小组，每个小组包括1名组
长、2名成员，由群众公开推选德高望重、
办事公道、敢讲真话的党员担任。同时在
804个党小组长家中建立廉情信息点，设
置村务公示栏和廉情信箱， 形成“点监
测、村收集、街道管理、区备案”四级联动
的廉情预警机制。

“我们就生活在群众之中，对老百姓
的所思所想掌握最及时、全面。”茶亭镇
梅花岭社区第二党小组长谢高说，“村民
们随时可来我家了解村务大事， 心里揣
本‘明白账’，我也常东家坐一坐、西家问
一问，像一个‘观察哨’贴近监督村干部，
帮助他们增强‘免疫力’，减少‘生病’的
概率。”

望城反腐好戏连台
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记者 杨元崇 通讯员 曾宪章

彭司进）“以前村务信息没及时公开， 村民们都有不少怨
言。现在公布了村里的信息，大家能够了解、监督村里的
事情，不再是‘雾里看花’了。”今天，保靖县复兴镇党委书
记粟登元如是说。

去年10月以来， 按照“一村一群”“一户一人” 的原
则， 保靖县在12个乡镇建立了177个村务公开微信群，定
期将专项扶贫、低保、危房改造、救灾救济等涉农资金以
及合作医疗、精准脱贫、村财务明细等内容拍照发在微信
群里，方便在外的村民了解村内情况。同时，梳理出必须
公开的29项村级事务， 凡是涉及这29项事务的决策全过
程，村务监督员必须全程列席。并强制要求涉及29项事务
的议定结果必须实现“两公开”，即在村里的村务公开栏
里公开，和在“村务公开微信群”里公开。“我感觉我就在
村里一样， 村里大小事通过村务公开微信群都能及时了
解。”在深圳务工的普戎镇块洞村村民王先祥通过微信群
看完村里的民主测评会直播后感慨不已。

截至目前， 已发布各类信息1361条， 收到反馈信息
517条，回复403条，解决各种热点难点问题181个。

保靖运用新媒体晒“村务”
建立微信群，公开29项村级事务

11月28日， 宁远
县水市镇大界村，花
农在采摘金丝皇菊。
日前，该村种植的500
亩金丝皇菊进入盛花
期， 花农抢抓晴好天
气采摘。近年，宁远县
通过流转土地、“公司
+农户”的模式大力发
展有机金丝皇菊特色
产业， 带动当地农民
增收致富。 乐水旺 摄

菊花正黄
增收在望

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 （通讯员 肖蓓 潘晓华 记者
刘勇）近日，中方县花桥镇白沙溪村9组的两户贫困户雷
厚长和雷厚祥，在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支持下喜迁新居，
住进了该县泸阳镇的“众力之家”安置区。

雷厚长和雷厚祥是中方县审计局的帮扶对象， 按照
相关政策规定， 他们分别分到了一套110平方米、75平方
米的居室。拿到钥匙后的他们激动不已，连说几个“没想
到”：没想到这辈子还能从穷山沟里搬到另一个镇的大马
路边，没想到房子如此宽大、设施齐全，没想到楼下还有
路灯……“感谢党的好政策， 感谢县审计局的帮扶。”至
此，县审计局的9户易地扶贫搬迁对象全部住进“众力之
家”安置区。

据悉，“众力之家”安置区设计安置70户贫困户，花桥
镇、泸阳镇两地的222名贫困人口将成为这里的新主人。

中方贫困户跨镇迁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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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张命 刘伟桥)11月下旬，安乡
县地税局对该县企业排污基本信息纸质档案整理完毕，
完成了电子数据资料的录入及比对工作， 为全县环保税
涉税信息绘制了清晰的“电子地图”，做好了环保税开征
前的各项准备。

安乡位于洞庭湖生态经济圈的核心圈层， 是名副其
实的“梦里水乡”。安乡县政府牵头，制定环保税开征准备
工作实施方案，财政、地税、环保等部门分工协作。县地税
局负责环保税税源调查、纳税人识别及涉税宣传，完成金
税三期操作系统的申报征收测试。

截至11月下旬， 安乡县地税局已识别环保税纳税人
113户， 累计对70名与环保税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了培训，
纳税人识别率与人员培训率均达100%。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通讯员 邹希汉

11月20日， 新化县金凤乡魏家
村村部热闹非凡， 县中医院医生团
队如期走进村庄开展医疗下乡和送
药进村活动。“住院有报销、 生病有
医保、看病有家庭医生，咱贫困山村
的老百姓有了健康‘守护神’。”刚领
取药物的村民戴百花高兴地说。

魏家村位于娄底、怀化、益阳3
市交界地。红军长征时，红二方面军
曾驻扎于此。 村主任魏光强告诉记
者：“我们是典型的因病致贫村，大
量村民在外从事体力劳动和高危行
业， 有不少人因病或肢体残疾而被
迫回家，导致家庭贫困。”

“3年来，随着远程医疗、免费义
诊、家庭医生、巡回医疗等政策的落
实， 政府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了家
门口，全村有350多人得到了医疗帮

助， 所有贫困户都建立了健康档
案。”村支书何小花介绍。通过医保、
送药、定期体检等方式，村民们不仅
节省了一大笔医疗开支， 看病就医
也更加方便， 贫困人口从2015年的
120户366人下降至62户173人。

11月23日，村卫生室通过“医疗
共同合作体” 项目， 与金凤乡卫生
院、新化县中医院构建起双向转诊、
分级治疗的医疗体系。 县中医院各
科专家将轮班定期进村坐诊， 以往
村卫生室未能配备的药品， 都能从
县中医院和乡镇卫生院调拨， 实现
医生资源、药品资源的深度共享。

一系列惠民医疗政策， 使魏家村
的村民们走出“愁云”，大家憧憬着美
好生活。 贫困户魏日新高兴地给儿子
魏利军打电话：“现在， 村里医疗更有
保障了，还有很多减免优惠，经济负担
降了一大截，这个春节一定要回家！”

健康“守护神” 帮扶乐农家

安乡绘制涉税信息
“电子地图”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11月 28日

第 20173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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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4 1040 70096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884 173 152932

4 60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7年11月28日 第20171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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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687332768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6
二等奖 83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6035870
5 249607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431
71547

1451958
13696628

46
2807
52978
528092

3000
200
10
5

0822 28 29 3025

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 （记者 肖祖
华 通讯员 刘昭云）今日，邵东县举行电
子信息科技园华为配套企业一期投产开
业暨二期开工仪式，3家华为配套企业正
式投产。 它们是湖南群辉光电科技有限
公司、湖南英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湖南
普菲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这些企业主要
为华为、OPPO、TCL等知名品牌提供配
套产品， 主要产品有2.5D和3D玻璃盖
板、智能手机触摸屏、显示屏等通信终端
电子设备零部件。

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艾志飞）11月27日，永州市教育局
从各县区教育局抽调人员， 组成4个检查
组，对全市幼儿园开展突击检查。这次突
击检查对每个县区抽查10至15所公办、
民办幼儿园，就幼儿园办学条件、管理制
度、教师队伍建设、安全卫生、师德师风等
情况开展专项督查。永州市教育局局长张
建坤表示，要坚决做到“不留死角、不走过
场”。对抽查发现问题较多的县区，将对县
区教育局局长、分管领导和相关股室责任
人严格追究责任。

新闻集装

邵东：
3家华为配套企业投产

永州：
突击检查全市幼儿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