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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周云武

越是困难的局面， 越能检验和显示
管理水平。

2017年， 对于长沙市望城区白沙洲
街道黄田村而言，是异常艰难的一年：潇
湘大道扩建改造穿过该村， 布设地下管
道，伤及地下水系，许多村民井中缺水；
湘江水位出现历史高洪， 内涝造成全面
受灾； 村民向市民身份的转换， 拆迁搬
迁，人员异动，各种难题层出不穷……

但这一年，黄田村做到了信访不出村。
成堆的问题一一化解在基层，难能可

贵！12月27日， 许多居民在回答记者提问
时都说：功劳应该归于他们村的“网格”。

网格，踏浪而来，落地生根
6年前，望城撤县建区。
城市化的推进，农民洗脚进城，拆迁

搬迁，原来的村、组管理体系被打乱，新
的小区、楼栋格局组成了新的居民群体。
同一个单元的住户， 可能来自不同的生
产小组甚至村落，按原来的体系，管理起
来鞭长莫及，困难重重。

怎么办？网格，乘着时代的需求和呼
唤，踏浪而来……

2014年7月，白沙洲街道全面推行网
格管理组团服务“580”。这个“580”，虽然
谐音“我帮您”， 但核心内容也正好是8
项，包括基层党建、综治维稳、计划生育
等8个方面的工作职责。

街道分成30个网格，所有村民和687
名党员被纳入单元网格中， 每个网格设
有街、村联网指导员各1名，并在网格内
居民中选聘1名网格长和2名网格员。一
般网格长由当地有威望的党员担任。网
格员搜集到的群众诉求都列入清单，明
确责任领导、解决和解释的时间，分级分
类限时办结。

腾飞村网格长周国良介绍：“我们每
个月30日，都会开网格员评比会，每个月
的7日、17日、27日所有网格员都会下村
巡查，确保能及时了解群众的情况，及时
解决群众关心的问题。”

社会管理之根，深深扎在网格上。

“我的地盘我做主”
“我的地盘我做主”，带有几分霸气。

但基层的事，就是要让基层做主。
网格长和网格员，熟悉基层的情况，

他们就是基层管理的“行家”和“专家”。
马桥河村东马重建地所在的片区，

是望城区最大的重建地， 不少居民在房
前屋后堆放杂物、垃圾，有的甚至围个圈
子养起了鸡鸭猪。

从2015年开始， 望城区就计划对此
进行整治， 但具体实施起来就像烫手的
山芋，工作很难做。

办法总会有的，尤其在基层。白沙洲
街道把东马重建地划为7个网格，让“山
芋”在网格内消化。网格的力量在这里得
到了充分施展。 每个网格就是一个工作
主体，整不整？如何整？网格内的群众大
家评议。很快，群众意见趋于一致：拆除
违建，清除猪圈，还驻地一片清爽。

27日下午，记者在现场看到：摧枯拉
朽式的改造正全面铺开， 猪圈鸡窝正变
成休闲景观。

网格化转变了之前的社会治理模
式： 政府不是唯一的治理主体， 社区居
民、党员干部，都可以担任网格员，群众
都是网格的主人。

把网格装进群众心里
老百姓的获得感是个综合指数：

环境舒不舒适、就学就医方不方便、购
物便不便利、办事顺不顺畅、工作人员
态度好不好……这些因素都是老百姓

为管理者“打分”的指标。
在白沙洲街道，群众形象地评价：网

格是“听诊器”，是“电子探头”，是“扬声
器”，是“灭火器”。哪家婆媳关系最近出
现了矛盾，哪家老人生病了，哪家小孩有
什么问题，甚至哪个孕妇怀孕多少周了，
网格员都一清二楚。

“疑难杂症”，在网格中发现、在网格
中解决。 黄田村有12个村民组、1个居民
组。近年来，先后有9个项目牵涉到该村
的房屋拆迁，但从未出现过上访的情况。

网格员搭起了村民和基层组织的桥
梁。村民唐秋贵曾以捕鱼为生，因修建湘江
枢纽，被禁止再从事捕鱼。唐秋贵的生活来
源成了问题，网格员了解到这个情况后，上
下奔走，积极协调，为其解决了社保。

村民张宏广说：“以前有困难不知道
找哪？不知找哪个干部？现在有了网格服
务团队，不用我们去找，他们自己上门。
真是‘网格’上开出了幸福花。”

“网格”上开出幸福花
———长沙市望城区白沙洲街道高效社会治理扫描 湖南日报12月28日讯(记者 曹辉 通讯员 戴梅分 王

希台) 今天在湘潭召开的全省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现
场交流会上， 湘潭市介绍了供销社综合改革工作情况。湘
潭积极顺应农村生产经营形势变化， 以电子商务为重点，
拓展农产品流通服务。

近年来，湘潭市积极拓展服务领域，推进市供销社控
股企业绿丰公司对接全国供销总社“供销e家”和湖南省供
销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其承建的“供销e家·湘潭馆”平台、
“绿丰农场同城APP”销售平台均正式上线运营。湘乡市供
销社承建的湘乡市电商运营中心及农产品展示馆已正式
挂牌运营，在全省率先利用农村淘宝等电商平台进行农资
销售，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赢。韶山市电商孵化园
区、电商平台由韶山市供销社、市商务局共建共享，其电商
平台已投入运营。截至目前，湘潭市供销系统已累计搭建
电商平台3个，建设具有电商功能的乡、村综合服务社145
个，实现网上销售额9000余万元。

此前的12月25日，湖南南华供销投资有限公司与湘潭
供销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正式签约，增资湘潭绿丰保鲜蔬菜
配送有限公司农化项目，绿丰公司成为全省供销合作社系
统第一个“拨款改投资”项目合作企业。

湘潭供销搭建电商平台
实现网上销售额9000余万元

湖南日报12月28日讯 (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李婕)12
月28日， 安化县人民法院通报了6起拖欠务工人员工资的
劳务合同纠纷案。

2015年至2016年， 李某等6人分别组织各自的务工队
伍100余人，在安化某建筑公司的商城B标段务工，后经项
目负责人结算，公司有工资120余万元未付给务工人员。以
各务工小组为单位，李某等人将该建筑公司起诉至安化县
人民法院。经法官组织调解，达成了还款协议。但在调解书
生效后，建筑公司未在协议期内给付农民工工资。为讨回
欠薪，李某等人先后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此类涉民生类案件，要着重突出执行强制性，以打击
恶意欠薪。”安化县人民法院院长孟新军说，安化法院先后
对被执行人建筑公司的银行存款、车辆、房产等进行了全
面调查，依法冻结其银行存款，拘留公司法定代表人，将公
司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迫于压力，建筑公司主动与农
民工达成分期付款的和解协议，并当场兑付了部分欠薪。

安化法院打击恶意欠薪

湖南日报12月28日讯 (记者 王文
隆 通讯员 章伟锋 )“纪委的干部做事
就是认真、较真！”今天，记者在浏阳市
小河乡新河村采访时，当地群众竖起了
大拇指。今年以来，该乡纪委探索干部
监管的有效路径，全乡至今未发生一例
作风违纪事件，无一人因违纪受到党纪
处分。

今年7月，小河乡遭受了洪灾。救
灾资金、物资是否及时发放到位了？9
月中旬， 小河乡纪委对全乡5个村的
发放情况进行一一上户抽查核实。在
抽查核实该乡新河村时，发现有些农
户虽然在发放明细表上签字，知晓将
获得相应数额的救灾资金，但尚未领
到该救灾资金。 掌握这一情况后，乡
纪委、民政办迅速与该村发放此项救

灾资金的村干部联系、谈话，敦促其
及时发放到位。一个星期后，乡民政
办复查，相关救灾资金全部发放到位
了。

小河乡相继出台了《财经管理制
度》《工程招投标管理》 等内部管理制
度，形成用制度管人、按制度办事的长
效机制。今年来，该乡还强化了党政班
子成员带头示范， 明确管行业管作风、
管线办管干部，将党风廉政建设和分管
工作同时部署、同时推进。

小河乡党委书记刘林志介绍，今年
乡党委利用各种会议30余次组织乡、村
干部学习作风建设规定精神和通报违
纪典型案例，同时紧盯传统节日和关键
时间节点，编发廉政微信、廉洁短信40
余期（次）。

湖南日报12月28日讯（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吕俊 刘福昌）今天，随着“沅安
号”盾构机刀盘徐徐转动，常德市沅江隧
道开始掘进。这是常德市首条过江隧道，
也是湖南首条穿越沅水的隧道。 预计
2019年10月可建成通车，届时，常德城
区沅水两岸100万市民将直接受益。

该隧道位于常德市武陵大桥与桃花源
大桥之间，起自江南鼎城区隆阳路，沿阳明
路向北，穿越沅江，与对岸皂果路相连。隧
道全长2.24公里， 其中盾构段1.68公里。隧
道为双洞单层，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60公
里。隧道由中铁十四局承建，建成后将成为
连通常德市江南、江北的交通大动脉。

浏阳市小河乡有效监管
让干部干事不出事

12月28日， 城步苗族自治县茅坪镇邵阳点点甜果业有限公司， 大批女员工在忙
碌。近年，该县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加强妇女的技能培训及创业扶持，已帮助1.5
万余名农村妇女实现了“家门口”就业增收。 严钦龙 刘长爱 摄影报道

农村妇女“家门口”就业

沅水首条隧道开始掘进

湖南日报12月28日讯 （廖声田 宁
奎）12月28日，张家界市中心城区“五桥
一路一管”建设工程正式开工 ,建设工
程概算总投资14.68亿元。

“五桥”即为枫香岗大桥、澄潭大
桥、红壁岩大桥、茅溪河大桥、大庸桥
立交桥一期工程，“一路”为城墙东路
改造工程，“一管”为仙人溪截污次干
管二期工程。七大项目的实施，将进

一步完善张家界城市路网功能，改善
城市交通环境，提升旅游精品城市品
质。

“以项目建设带动经济发展。”张家
界市委副书记、 代市长刘革安表示，张
家界将按照省委“产业项目建设年”活
动要求，聚精会神谋产业、千方百计抓
项目，以项目扩投资、稳增长，全面推进
全市经济又快又好发展。

张家界“五桥一路一管”开工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12月 28日

第 20173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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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9 1040 70616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484 173 256732

0 13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7年12月28日 第20171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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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324719716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4
二等奖 165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0000000
4 190901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989
61094

1333557
5586895

29
2199
49131
189926

3000
200
10
5

1611 13 18 19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