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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11月29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
员 曾翔）11月29日， 记者在永兴县便江镇康绪
村走访发现， 村民家家户户的卫生间都是瓷砖
贴面，安装着抽水蹲便器、洗手盆等，屋外“三格
式”化粪池严格密封，闻不到一丝气味。 村干部
介绍，该村运用财政奖补资金进行厕所改造，并
严格按照图纸， 委托专业施工队施工，“包工包
料包验收合格”。 现在，全村改厕任务已完成。

据了解，2013年， 为提高农村文明程度、
保持经济和社会同步发展，永兴县按照“因地
制宜、搞好规划、卫生安全、注重实效、典型引
路、稳步推进”的工作思路，将农村改厕列为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基础工程， 结合农村环
境卫生整治，在全县农村开展改厕工作。 县里
成立了农村改厕工作项目指挥部， 明确县改
厕办、县财政局、县住建局、县水利局等相关
部门的职责， 并将改厕指标任务分解到各乡
镇和村组，明确了实施步骤和操作规程。

为顺利推进农村改厕， 提高改厕验收合
格率，永兴县改厕办通过理论讲解、现场观摩
等多种形式，分4个片区对全县各乡镇有关人
员进行了培训，培养改厕管理、技术人员254
名。 要求各村以专业队伍现浇为主、砖砌为辅
进行施工，全县制作规范的改厕浇砼模具165

套、盖板编号字模880套，按模具施工，并统一
了化粪池的样式和规格。 还组织技术指导员，
不定期对改厕工作进行巡查，每月通报进度，
每季度进行评比。 去年，该县又制定“4年农村
厕所革命计划”， 力争到2019年全面消除旱
厕，普及户用无害化卫生厕所，因地制宜建设
无害化卫生公厕。 县财政安排专项资金予以
奖补，调动农民改厕的积极性。

2013年以来，永兴县农村共拆除旱厕2.6
万多座， 建设无害化厕所2.3万多座， 完成了
100个村污水处理系统建设，兑现农民改厕奖
补资金1660多万元，改厕工作走在全省前列。

� � � �湖南日报11月29日讯 （记者 徐德荣 通
讯员 文丽贵）“南岳景区的‘第三卫生间’既
人性化又很舒适，值得点赞！ ”11月28日，游客
王洁带着一岁的儿子， 在南岳衡山游客服务
中心体验了一次“第三卫生间”，她开心地告
诉记者，今后来南岳旅游，再也不会为上厕所
不方便而发愁了。

近3年来，衡阳市南岳区将“厕所革命”作
为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和推进民生实事的重要
工作来抓，精心部署、强力推进。“厕所革命”
逐步从景区扩展到全域、 从数量增加到质量
提升，受到市民和游客的普遍好评。

据了解，南岳区先后制定出台了“公厕布点
专项规划”“公厕管理办法”等，全面统筹景区旅

游厕所建设管理工作。今年，结合创建国家全域
旅游示范区，已新建与提质改造旅游公厕15座、
在建5座，并全面启动“第三卫生间”建设。 同时，
将旅游公厕建设纳入全区目标管理绩效考核，
将新建与提质改造任务细化、 量化到各有关单
位。还建立了旅游公厕长效管理体制，实现旅游
公厕管理规范化、标准化。

数量上有高要求，质量上也有高标准。南岳
景区首次在核心景区建设星级公厕，把南天门、
祝融峰公厕按三星级公厕标准进行了全面改
造。 升级改造后的民俗文化城、西岭停车场、忠
烈祠、康家垅门票所等多处公厕造型别致，与景
区建筑风格相配套，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公厕
内烘手机、换气扇、照明灯等设施一应俱全，洁

白的墙砖、人性化的扶手、南岳风光图片等细节
设置让游客感到“宾至如归”。

今年， 按照国家旅游局提出的5A级旅游
景区应配备“第三卫生间”的要求，南岳景区
在游客服务中心、狮子岩、南天门索道站、湘
南寺、 方广路等15处建设了“第三卫生间”。
“第三卫生间”面积大小不等，但均内设坐式
马桶、扶手，成人和儿童洗手池，以及婴儿护
理台等，供“有特殊需求”的游客使用。

� � � �湖南日报11月29日讯 （毛敏轩 张蓉）
近日，经国家工商总局批准，同意长沙市创
建网络市场监管与服务示范区， 成为全国
创建的10个示范区之一。今天下午，由长沙
市政府、省工商局主办，长沙市工商局承办
的网络市场监管与服务示范区创建启动仪
式暨创建工作座谈会举行。

长沙作为“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
一直力争打造“宽带中国和国家下一代互
联网示范城市”，芯城科技园、中电软件园
等移动互联网专业园区鼎立星城； 微软、

谷歌、腾讯众创空间等大型移动互联网企
业入驻长沙；目前长沙已集聚电商交易平
台15个，全市网络市场主体达32.4万个，网
络商品交易额达到573亿元。

“去年9月，我们在调研的过程中发现
长沙市网络市场主体增长了20%， 发展速
度很快，于是希望通过创立示范区的方式
来规范网络市场。 ”长沙市工商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长沙市成为了继北京、上海、深
圳、杭州之后，第五大网络市场主体拥有
量的城市。

� � � �湖南日报11月29日讯（记者 王文隆 通
讯员 王冷洋） 浏阳市卫计局将2017年确定
为卫计系统医德医风建设年，廉政建设正在
形成为全系统职工自觉参与的单位文化。 据
纪检部门不完全统计，今年到目前为止，浏阳
市卫计系统共拒退各类红包300余个。

走在单位院内高标准建成的道路上，
浏阳市某镇卫生院院长为自己当初的“硬
气”举动感到欣慰。 承担院内道路改造的
基建老板曾两次硬塞红包给他，但他均通
过院纪检干部退回。 竣工后不久，道路出
现严重质量问题，该院长“霸气”要求：全
部返工重来。

返工后的道路因高质量而得到员工
和患者的高度评价，“要是当初和老板哪
怕有一丁点的利益往来， 就不可能这么
‘霸气’地说话了！ ”该院长欣慰地说。

年初，浏阳市卫计系统将2017年确定为
医德医风建设年，廉政建设形式多样地渗透
到管理的各环节。 到目前为止，全市卫计局
在系统内42个单位开展廉政授课60多堂，各
单位均开设了廉政课堂、廉洁家书征文比赛
和作风建设主题演讲活动等。

“通过润物无声的传递，让大家知底
线、有敬畏，让廉政成为自发自觉行为！ ”
浏阳市纪委驻卫计局纪检组长李峥嵘说。

� � � �湖南日报11月29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唐耀东）今天，双牌县泷泊镇九甲
村村医蒋钦忙着为村民们开展测量血压、
血糖等日常健康检查。 蒋钦介绍，通过村
卫生室标准化建设，村民们足不出村就可
以接受多项健康检查。

双牌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李群辉对
记者说，今年，全县在医疗领域开展全方
位事前预防监督，推动精细化管理，取得
明显成效。 据了解，该县纪检部门从全县
医药器械的采购起，全程参与监督，及时

公开信息。 在推动药品价格下降的同时，
实现行政费用、办公费等下降。 到目前，该
县人民医院、中医院等医疗机构较以前节
支40多万元，县里用结余资金建立基层卫
生发展资金。 该县还召开会议专题研究，
县里按1∶1配套资金44万元，用于贫困村卫
生室标准化建设。 到目前，全县67个贫困
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基本完成，实现服务
场地达到规定标准， 制度和图表规范上
墙，配齐了诊断床、出诊箱等基本诊疗设
备。

� � � � 湖南日报11月29日讯 （通讯员 朱英
敏 记者 张斌）记者昨天从江永县纪委获
悉，该县今年查处了一起典型窝案，违规
套取、侵占、截留私分农村危房改造补助
资金294.2万元，村、镇、住建部门等16名公
职人员受到党纪政纪追究， 涉及的4名社
会人员被有关职能部门依法刑事拘留。 这
是江永县纪委监察局把纪律规矩挺在前
面，持续高压惩贪治腐的一个缩影。

今年来，江永县纪委监察局按照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要求、 新部署，
始终保持坚强政治定力，强化监督执纪问

责，反腐利剑越磨越亮。 1月至9月，全县共
立案79件，已结案57件，处分人员57人，撤
职5人，移送司法机关2人。

为提升乡镇纪委办案能力， 该县投
入90余万元对全县9个乡镇纪委进行规
范化建设， 并整合所有乡镇纪委办案力
量， 将9个乡镇分成4个联片办案区，握
指成拳，开展“集团”作战。 每月月初，还
以县纪委文件的形式下发《乡镇纪委月
度工作指导性清单》，对各乡镇纪委实行
“月计划、月结清”的“清单式”管理和考
核。

油菜绿茵茵
村民心欢喜

新化种上39.5万亩冬季作物

湖南日报11月29日讯（记者 周俊 通讯
员 曾德新）今天，新化县洋溪镇兴农村农户
颜中全来到田间， 对种下不久的500亩油菜
进行维护， 他满心欢喜：“利用好冬季闲田，
来年又是一笔好收成。 ”通过盘活冬季闲田，
新化县种上了39.5万亩冬季作物。

近年来，新化县把推广冬季作物种植作为
增加农户收入的重要渠道。 在因地制宜基础
上，按照“农旅融合”模式，在每个乡镇推广500
亩秋冬作物示范区，在每个粮食生产重点村推
广100亩高产示范区，并形成了兴农、思礼溪、
永胜等村为核心的油菜示范片，以锡溪、老庄
等村为核心的绿肥示范片。 同时，县农业部门
积极落实粮油直补、良种补贴、药肥补贴、农机
补贴等惠农政策，免费向核心示范区和种植大
户发放草籽1万公斤、油菜种子6.5万包。

建设无害化厕所2.3万多座

今年新建、改造旅游公厕15座，建成15处“第三卫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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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加强网络市场监管与服务
网络市场监管与服务示范区创建工作启动

因为“硬气”，所以“霸气”
浏阳市卫计系统拒退各类红包300余个

双牌健康扶贫加强基层建设

江永挺纪在前擦亮反腐利剑
前三季度共立案79件

� � � � 11月27日，嘉禾县晋屏镇宅侯村，村民领到分红资金和大米。近年，该镇通过能人带动、产业扶贫
等形式，引导贫困群众入股参与优质稻谷基地产业发展。 今年，辖区龙头企业——宅侯贡米米业公司
与18个村1400多户贫困户签订帮扶协议，建立利益联接机制，为入股贫困群众发放分红资金60多万
元，产业扶助大米10吨。 黄春涛 呼延牧梓 摄影报道

参与产业发展 村民分红增收

农村改厕改出全新天地永兴

厕所提质提升旅游品质南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