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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12月20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陈应时）“村里依托新开发的近
2000亩黄桃基地，今年又投资700万元，
在黄桃基地实施‘桃花溪’项目，打造集
自然风光、农业产业、人文景观于一体的
景点。 ”12月15日，桂东县沤江镇青竹村
党支部书记陈自文介绍，该景点建成后，
既可带动村里农业、旅游、餐饮等产业，
又可保障集体经济稳健发展。

桂东县有102个行政村。 近年来，为
壮大村集体经济、助推脱贫攻坚，该县因

地制宜， 充分利用优势资源， 探索多途
径、多模式、多元化增加村集体收入的新
路子，通过土地流转、产业开发、兴办合
作服务组织等， 引导农村集体经济持续
壮大。去年，全县村级集体组织实现经营
性收入近500万元， 今年预计将比去年
增加50%以上。

为壮大村集体经济， 桂东县成立了
专门的领导小组，出台了相关工作方案，
要求县直部门和乡镇将增强村级增收
“造血”功能作为目标导向，制定村级集

体经济发展规划。 同时，借助各村资源，
因地制宜发展相关产业。 如利用山区水
利资源发展小水电，目前全县已有近7成
行政村在小水电站中持有股份， 可年分
红200多万元。 今年，有74个贫困村的光
伏项目实现并网发电，每村每年可增
加村集体收入5万元以上。

桂东县还鼓励部分村发展茶叶、 苗
木等产业， 引导相关村在“村+企业+
合作社+农户” 模式下， 通过土地入股
或出租获得收益。 同时， 立足当地“养

生天堂、 避暑胜地” 优势， 对全县各村的
旅游资源进行科学整合， 发展全域旅游。
按照“一村一景” 规划， 计划投入100亿
元， 建设100个生态旅游项目， 进一步拓
宽村集体收入来源。

� � � �湖南日报12月20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刘国庆 贺志华）“县政府、 县纪
检监察部门开展的‘百名股长’行政效能
监察测评活动， 像明镜一样照出了自己
在工作上的明显不足。 ”12月14日，祁东
县供电公司发展建设部部长王军华说。

当天， 王军华率电力员工在省级贫
困村———祁东县四明山乡腾云岭村高山
上立电杆牵电线， 使村里光伏发电扶贫
项目发电成功。村党支部书记王林生说，

通了电，山区的烟笋、红薯、蘑菇等土特
产可以进行精深加工， 让贫困户多增收
早脱贫。

祁东县监察局负责人介绍， 今年3
月初， 县纪委、 县监察局聘请党代表、
人大代表与党风政风监督员， 成立政风
行风调研组， 对全县供电、 国土资源、
住建等窗口单位行政效能进行调研监
察。 随后， 在县直机关开展“百名股
长” 行政效能监察测评， 从县供电、 民

政、 住建等37个单位筛选出100名重要
岗位股长作为测评对象， 对“百名股
长” 在依法行政、 依法许可、 执行政策
等6个方面进行测评。

祁东县将测评对象按工作职责及性
质，分为执法监督、办事服务、审批管理3
类，量身订制一套测评体系，按单位、企
业、服务对象、工作、集中公开等5个环节
分步实施，严格规范操作程序。对照测评
方案兑现奖惩，形成奖优罚劣工作导向。

对每类获评前3名的股级岗位负责人，在
全县范围内通报表扬；对排名后3名的股
长予以免职并调离。

祁东县委副书记、县长胡果雄说，通
过开展“百名股长”岗位行政效能监察测
评，使股长们“红红脸、出出汗、照镜子、
正衣冠”，改进工作中的明显不足。现在，
县直单位职能股室的股长们办事变缓办
为快办、 急办为即办， 工作作风明显转
变，工作效能大幅提升。 涟源5万贫困户喜获

健康“新年礼”
湖南日报12月20日讯 （通讯员 旷庆贤 张治国 记者

张福芳 ）“健康扶贫年历还真不错，一条条健康扶贫政策写得
一清二楚，挂在墙上既体面、又实用。”12月20日，涟源市渡头
塘镇洪家村村民聂咏湘拿着2018年健康扶贫年历乐呵呵地
告诉记者。

“以前搞健康扶贫政策宣讲，由于群众对文件的宣传没有
多大兴趣，有些还听不懂，效果不太理想。如今有了健康年历、
健康扶贫一册通、健康涟源微信公众号等宣传新方式，政策解
读一目了然，内容简单实用，并由扶贫干部上门宣讲，群众乐
意听了，年历挂在家中愿意看了，群众对健康扶贫政策心里明
了。”该市驻湄江镇湄峰湖扶贫干部李业丰感慨不已。

今年以来， 涟源市卫计委为了将健康扶贫政策真正落到
实处，提高贫困群众健康扶贫政策知晓率，创新宣传模式，拓
宽宣传渠道，设计了精美的健康扶贫宣传年历5.5万份，将“先
诊疗后付费”以及“三提高”“两补贴”“一减免”“一兜底”等健
康扶贫政策、办理流程、落实责任单位电话都汇编其上，让群
众对健康扶贫政策看得懂、找得到、用得着。

截至目前，涟源市147572名建档立卡贫困户均已参加城
乡居民医保， 参保率100%； 市财政还投入376.72万元，对
125575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给予30元/人
的补贴， 全市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就医费用报销比例提高10个
百分点。

金阳大道三期开建
长沙到浏阳
将再添无费快速通道

湖南日报12月20日讯 （记者 王文隆 通讯员 罗方平
王艳明） 今天上午， 伴着机械轰鸣声， 备受关注的金阳大道
三期开建， 在浏阳市蕉溪乡蕉溪村和集里街道道吾路路口同
时启动施工， 拉开了冲刺全线通车的大幕。 金阳大道项目
一、 二期均已通车。

金阳大道是浏阳连通长沙主城核心区的一条无费快速通
道， 项目起于浏阳市城区道吾西路， 终点位于长沙县黄花
镇， 与黄金大道(省道207)相接， 与长沙市人民东路相通。
该项目全长43.9公里， 浏阳境内36.1公里 （总投资38.8亿
元）， 长沙县境内7.83公里， 全线按80公里/小时城市快速路
标准建设， 沥青混凝土路面， 路基宽28米， 双向六车道， 红
线控制宽度60米。

“三期工程起于浏阳市西北环线与道吾山路平交处， 与
G319和金阳大道二期工程对接。” 浏阳市交通运输局负责人
介绍， 线路全长16.751公里， 总投资概算25.45亿元。 全线
共布设桥梁1284米 /10座， 其中大桥784.2米 /3座， 中桥
499.8米/7座。 设互通立交5处， 涵洞17道， 通道31道。 项目
采用设计施工总承包模式建设， 于2017年9月28日在湖南省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完成招投标工作， 将科学合理安排工期，
力争2020年建成通车。

据悉， 在金阳大道浏阳段建设顺利推进的同时， 金阳大
道长沙县段的建设也在马不停蹄进行着。 长沙县段工程全长
7.83公里， 目前路面已经摊铺完成， 预计年内建成通车， 届
时将与金阳大道浏阳段一期相接。

湖南日报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阳琼 陈善常

“阳田江28.3万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近日， 随着村支书阳金春敲
响槌子， 隆回县六都寨镇朝阳新村老村
部拍卖成交。 在镇纪委书记罗志军和群
众监督下， 村民阳田江当场与村委会签
下成交合同。

朝阳新村是县级贫困村， 由原来的
朝阳铺村和青田村合并而成， 现有建档
立卡贫困户142户496人。 “两村合并
后， 村部已择址重修。 在征求村民代表
意见后， 对老村部进行公开拍卖， 拍卖
所得将全部用于村里的基础设施建设。”
阳金春说。

当天， 共有60余名村民参加竞拍，
经激烈竞争， 老村部由村民阳田江拍
得。 “这次老村部拍卖经过村民代表大
会决议通过， 镇纪委全程监督， 公开、

公正、 公平， 合规合法， 我没有任何意
见。” 村民阳洪勇说， “镇纪委书记还
在拍卖前， 多次来村里调研， 拍卖会上
对拍卖情况作了详细说明。”

“老村部拍卖只是村务公开的一个
开始， 以后村里所有公共事物将全程公
开， 村民全程参与和监督。” 阳金春表
示。

“以前， 村级管理不到位， 村民对
村级财务公开、 贫困户识别帮扶等意见
很大。” 六都寨镇纪委书记罗志军介绍，
今年来， 该镇多措并举强化对村级事务
的监督， 进一步健全村级议事、 决策、
监督、 管理各项制度， 将村级权力关进
制度的笼子， 防止权力跑偏、 滥用。 镇
里已组织专项督查25次， 对工作推动不
力的干部约谈62人次， 诫勉谈话4人次，
对1名社区党支部原书记立案调查， 对3
名党员干部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切实推
动了党员干部转作风、 提效能。

� � � � 湖南日报12月20日讯 （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李平江 毛可） 岳阳一对父子用
电力捕捞想一夜“暴富”， 不料受到
法律制裁。 18日， 岳阳市岳阳楼区
人民法院发布消息称， 该院近期公
开审理了一起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件，
被告人蔡某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被判处拘役2个月； 被告人蔡某某犯
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 被判处罚金
6000元。

5月31日下午， 被告人蔡某与姚
某 （另案处理） 相约当晚一同驾船，
到长江水域使用电网捞鱼。 当天22
时许， 蔡某与其父蔡某某驾驶一艘铁

质渔船， 从岳阳城陵矶二码头出发，
使用发电机、 逆变器、 底拖网等禁用
捕捞工具， 在三江口水域至华能电厂
码头外侧水域进行非法捕捞。 次日零
时10分许， 蔡某、 蔡某某在华能电
厂码头外侧水域被民警抓获， 民警当
场查获其渔获物162公斤。

法院一审认为， 蔡某、 蔡某某违
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 在禁渔期内使
用禁用捕捞工具在长江流域捕鱼， 情
节严重， 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捕捞水
产品罪。 蔡某、 蔡某某到案后能如实
供述其犯罪事实， 并当庭认罪， 法院
对两人依法予以从轻处罚。

《永州日报》复刊30周年
湖南日报12月20日讯（记者 邹仪）12月20日，永州日报

社在永州市冷水滩区举行《永州日报》复刊30周年座谈会，总
结回顾30年来的办报历程，进一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努力做好新闻舆论工作，为打造创新开放新高地、品
质活力新永州提供强大的舆论支撑和思想动力。

《永州日报》是永州市委机关报，前身是1950年零陵地委
创办的《零陵农民报》，1962年零陵地委恢复后决定恢复地委
机关报，定名《零陵报》，由于种种原因，报纸未出版即停刊。
1986年零陵地委重新开始酝酿筹办《零陵报》。1987年12月20
日，复刊的第一张《零陵报》（试刊）正式与读者见面；1996年7
月1日，随着撤地设市，更名为《永州日报》。

� � � � 湖南日报12月20日讯 （通讯员
阮涛 朱龙 记者 颜石敦 ） “我的地
被国家征收后， 现在每月可领到700
多元养老金， 生活有了保障。” 12月
19日， 郴州市北湖区安和街道雷大桥
村71岁的村民朱礼会告诉记者。

目前， 北湖区被征地农民达2.4
万人， 占全区农村居民23%。 为让被
征地农民生活有保障， 近年来， 该
区对集体土地由国家依法征收导致

人均耕地少于0.3亩、 且在征地时依
法享有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的
农民， 均纳入社保范围。 同时， 不断
完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政策。 对
16周岁及以下在校学生， 一次性发
给征地安置补助费和土地补偿费。
对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选择以灵
活就业人员方式参加城镇职工养老
保险的被征地农民， 人均发放3.4万
元社保补贴等。

桂东多途径壮大村集体经济
今年村集体收入预计比去年增加50%以上

促进作风转变 提升工作效能

祁东开展“百名股长”监察测评

父子合伙电力捕鱼
子被判拘役，父被处罚金

新闻集装

北湖区农民“失地”不失保障

拍卖会开进贫困村

土地有了“身份证”
12月20日， 花垣县雅酉镇油麻村， 村民喜领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成为该

县首批有了土地“身份证” 的农民。 该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涉及面积29.2万多
亩， 承包农户达5.4万多户， 将于2018年3月完成确权登记、 颁证工作。 龙艾青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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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4219 1040 438776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0 173 0

6 66

� � � �湖南日报12月20日 （记者 黄巍
通讯员 米承实 赵斌） 12月18日， 拧
开水龙头， 看到水哗哗地流进水缸，
辰溪县上蒲溪瑶族乡当峰村村民肖典
成高兴地说：“感谢政府为民办实事，
我们用上了自来水， 真方便。” 据了
解， 当峰村的安全饮水工程于今年
10月完工， 520多名瑶族群众喝上了
自来水。

截至去年， 辰溪共解决农村安全

饮水人口32.032万人， 农村自来水普
及率达75.55%。 为实现农村安全饮
水全覆盖， 该县今年将其作为为民办
实事的重要项目。 该县整合涉农资金
重点解决贫困村饮水问题， 并由水利
部门贷款5000万元， 用于农村安全
饮水及水库除险加固工作， 确保安全
饮水“不差钱”。 今年来， 辰溪已投
资3850万元， 修建安全饮水工程121
处， 4.9万余名群众告别饮水困难。

辰溪4.9万余名群众今年告别饮水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