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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月22日讯（记者 奉永成） 省
扶贫办今天传出消息，19日在北京召开的
2017年“互联网+”社会扶贫总结暨表彰会上，
我省“互联网+”社会扶贫工作获国务院扶贫
办表彰，荣获“互联网+”社会扶贫卓越贡献
奖、“互联网+”社会扶贫最佳组织奖。表彰会
上，省扶贫办党组成员、副主任黎仁寅就我省
“互联网+”社会扶贫工作作了交流发言。

为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到脱贫攻坚中

来，形成大扶贫的格局，国务院扶贫办组织
开发了中国社会扶贫网。2016年10月16日，
中国社会扶贫网正式开通，我省被列为中国
社会扶贫网首批试点省。

试点工作开展以来，省扶贫办在“互联
网+”社会扶贫工作中，着力打造组织领导、
公众参与、运营服务、线上线下联动四大平
台，破解信息采集、发布、管理三大难题，抓
好培训、注册、对接、督导四个关键环节，成

效显著。江西、四川等9个省和30多个市县先
后到我省就如何全面推进“互联网+”社会扶
贫工作进行考察交流。

下一步，我省将通过扶贫众筹、电商扶
贫等形式，建立长效机制，引导各类社会主
体积极参与脱贫攻坚工作。

表彰会上，江永县和江华瑶族自治县分
别获“互联网+”社会扶贫突出贡献奖和“互
联网+”社会扶贫创新突破奖。

湖南日报1月22日讯（记者 奉永成） 今
天，中国社会扶贫网发布了2017年湖南省社
会扶贫年度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我
省贫困需求成功对接累计总量为906059
起，贫困需求成功对接量在全国中国社会扶
贫网推广省份中位居首位。其中，医疗帮扶
占比最高，达53.26%。

2016年10月16日，中国社会扶贫网正
式开通，我省被列为中国社会扶贫网首批

试点省，众多社会爱心人士积极参与到脱
贫攻坚工作中来。2017年， 全省爱心用户
新增注册3446347户， 其中益阳市、 娄底
市、株洲市、永州市贫困需求对接率均超
过70%。

2017年12月19日， 怀化市中方县新建
镇康龙村贫困户杨安吉女儿在放学路上发
生车祸，听从帮扶责任人建议，杨安吉在中
国社会扶贫网发布寻求帮扶信息。信息发布

后，仅两天时间，就收到了598份来自社会各
界爱心人士的帮助和鼓励。

据“中国社会扶贫网”统计，2017年，
在我省扶贫物品帮扶清单中， 日用品、电
器和服装需求量最大，数码产品（以智能
手机为主） 也成为贫困户的主要需求之
一。在助学帮扶、医疗帮扶、民生工程三大
类需求对接占比中， 医疗帮扶占比最高，
达53.26%。

通讯员 温钦仁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从每人身上扣除0.1亩的钱，只有17.5
元， 看似微不足道， 但却损害了群众切身利
益。 这种问题， 我们发现一起， 立即查处一
起。”近日，回顾去年在异地交叉巡察中发现
的一个典型案例时， 株洲市天元区委第三巡
察组组长沈铁波说。

“我要向巡察组反映一个情况，就是我家
粮补款比往年少，是不是被克扣了？”2017年
11月中旬，天元区委第三巡察组在茶陵县下
东街道官铺村走访时， 一名村民反映了自家
粮补款的变化。

“老乡，请问往年发放了多少？今年又是
多少？”巡察组工作人员详细问道。

“就是家里每个人少了0.1亩的钱。”村民
回答说。

在随后的走访中， 又有群众反映这个情
况。巡察组敏锐察觉这背后可能另有隐情。

经查，官铺村10组2014年以前每年各家
粮补数据保持一致，2014年以后各家数据每
人少了0.1亩，而组长家里的粮补数据从1.85
亩突变为14.42亩，共扣取他人粮补款2199.8
元（每亩粮补款为175元）。

巡察组立即将这一重要线索交办给下东
街道纪工委。最终，官铺村前后两任村干部共6
人受到诫勉谈话或警示约谈处理，官铺村10组
组长及组委会成员重新改选，并将扣取的每人
0.1亩粮补款返还给各家农户。

这是株洲市全面推行县市区异地交叉巡
察的一个缩影。2017年， 株洲开展了三轮县
市区巡察。第一轮县市区巡察时，不少巡察组
工作人员反映，在本地巡察，很多都是“抬头
不见低头见”的老熟人，往往工作才开始，各
种招呼就接踵而来。

为破解“熟人困局”，株洲市委巡察工作
领导小组决定， 从第二轮市县巡察开始实行
异地交叉巡察， 让少数心存侥幸的干部彻底
断掉了“找人了难”的错误想法。

“‘哪里群众反映最强烈、哪里问题最频
发就先巡察哪里’，抓重点、打‘七寸’。”株洲
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
组组长赖馨正介绍，仅第三轮县市区巡察，就
派出37个巡察组， 主要对8个市直单位和茶
陵县、炎陵县33个乡镇开展异地交叉巡察，共
开展个别谈话2560人次，受理来信来电来访
1114人次，开展明察暗访598次，发现问题线
索149件，解决实际问题129个。

湖南日报1月22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鄢明民 陈志华 ）今天，益马高速
公路公司发布， 连接二广高速与益阳绕
城高速的重要连接线益马高速， 将于今
年春节假期前建成通车。届时，从广西、
广东走二广高速北上往益阳的车主，可
避开拥堵的益常高速了。

益马高速公路是湖南省高速公路规划
网中平江至怀化高速公路的一段， 全长
57.9公里，全线位于益阳境内。项目起于益
阳绕城高速凤形山互通，向西途经赫山区、

高新区、桃江县，止于桃江县马迹塘镇，与
二广高速交汇于马迹塘互通。

记者在益马高速见到， 十几名施工人
员正在进行交安、机电施工，路面已可通畅
行车。益马高速公司经理付学问介绍，益马
高速在确保工程质量安全的前提下， 将比
计划工期提前9个月实现通车，以缓解春节
假期长益高速、益常高速的交通压力。

每到节假高峰期，长沙至益阳、益阳至
常德的高速路段极易拥堵。 益马高速通车
后， 益阳往常德车辆可通过益阳绕城高速

走益马高速， 再转二广高速至常德。 从广
西、广东北上往益阳的车辆，可避开交通压
力大的京港澳、长益高速，选择二广高速转
益马高速至益阳。

此外，从益阳城区去往安化县的车辆，
可走益马高速至马迹塘东收费站下高速，
转308省道前往安化， 比目前全程走省道
可缩减车程约50分钟。

未来，益马高速还将西延至怀化市，由
此形成一条连接湘东与湘西南的东西向快
速通道。

湖南日报1月22日讯(记者 于振宇 通讯
员 廖远哲) 记者今天从省检察院获悉，1月
17日，经张家界市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桑
植县人民检察院受理了由武陵源区监察委
移送起诉的张家界市武陵源区卫计局原党
组书记、局长郑山红涉嫌贪污、受贿一案。
这是湖南省开展监察体制改革以来， 监察
委移送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第一起职务犯
罪案件。

2018年1月9日，张家界市武陵源区监察
委决定对郑山红以涉嫌贪污罪和受贿罪立案
调查。受武陵源区监察委的邀请，桑植县人民
检察院派员提前介入， 引导监察委调查人员
收集和固定核心证据，并就取证程序、证据种
类、案件定性、法律适用等问题，与监察委调
查人员共同商讨、提出建议，确保该案顺利移
送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之中。

“互联网+”社会扶贫获国务院扶贫办表彰
我省荣获“互联网+”社会扶贫卓越贡献奖和“互联网+”社会扶贫

最佳组织奖

中国社会扶贫网发布2017年社会扶贫年度数据显示

湖南贫困需求成功对接量居全国首位

湖南日报1月22日讯 （通讯员 黄张伟
记者 左丹）1月21日， 国家超级计算长沙中
心（以下简称“国家超算长沙中心”）与孟加
拉信息与研究中心及邦格班杜·谢赫·穆吉
布·拉赫曼农业大学在长沙签署“E-Village
项目二期工程谅解备忘录”， 国家超算长沙
中心将依托湖南大学的学科优势与中心的
平台优势、资源优势，助推孟加拉智慧农业
发展，加快其农业信息化建设进程。 孟加拉

国家信息研究中心副部长Tomnoy� Ahmed
（特莫伊·艾哈迈德）及湖南省科技厅、湖南
大学相关负责人参加了签约仪式。

孟加拉以平原地形为主，农业为其支柱
产业。近年来，由于消费水平的提高，孟加拉
对食品制成品、 水果及乳制品的需求量增长
迅速，但限于生产技术落后，农产品加工业发
展不足，在面临困境的同时，也面对着巨大的
机遇。国家超算长沙中心联合北京大学、中电

科无锡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北斗卫星
研究院有限公司等单位， 与孟加拉信息研究
中心、邦格班杜·谢赫·穆吉布·拉赫曼农业大
学达成了合作意向，将于两年内，通过对农业
传感器信息进行精确农业预测模型开发，随
着E-Village项目的进一步推进与实施，国家
超算长沙中心将利用技术上的优势，为孟加
拉智慧农业的发展提供支撑和服务，有效推
进孟加拉农业信息化建设进程。

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新闻故事

异地交叉巡察破解“熟人困局”

通讯员 毛超林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真没想到，咱们村里多年来的饮水困难
问题，在村支两委换届不到一个月就解决了。
我打心眼里敬佩他们的办事效率。”

近日， 邵阳武冈市迎春亭街道黄沙冲村
4组村民陈云庭， 紧紧拉着湖南师大来村调
研大学生的手说。

这是去年村级换届以来， 邵阳市新一届
村支两委班子为民办实事的缩影。

“以前以为换届选举是组织部门的主要
工作， 没想到今年因为换届选举我们还被纪
委集体约谈了。虽然面子上有点挂不住，可别
说，这效果真的好。我们意识上来了，责任心
也有了，换届选举工作推进更有力了。”因换
届选举工作不力被集体约谈的大祥区板桥乡
党委书记感触颇深。

邵阳市委、 市纪委把做好村级换届作为
夯实基层基础的重要抓手，坚持把讲政治、守
规矩、严查处，贯穿村级换届始终。全市共受
理违反村（居）“两委”换届选举问题举报629
件，立案109件，给予党政纪处分66人，组织

处理44人，取消候选人资格71人。
为了让更多村干部知晓相关纪律， 市纪

委精选近年来查处的典型案例，编印成《村干
部违纪违法警示录》，免费发放到全市村干部
手中。 全市组成12个督导组常驻12个县市
区，深入乡镇村组，巡回检查，严督实导，确保
风清气正。

“村级换届选举并不是一选了之，初步人
选推荐产生后， 我们还要对照‘九种情形’和
《部门联审准则》，逐条逐人审核把关，把不符
合条件人员挡在门外，力求选出能带领乡亲们
谋幸福的班子。”换届监督小组一位组长介绍。

武冈黄沙冲村新支委班子正是这次经过
层层审核后选出来的干事创业、 敢于担当的
年轻班子。班子成员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挨
家挨户走访村民，讲政策、说事理，做通村民
的思想工作，落实了水源取水方案，解决了黄
沙片527人的安全饮水问题。

“他们对村民的呼声和请求，呼之即来，
来之必办。他们为发展注入了一股浩然正气、
两袖清风，我们相信他们。”说起这些，村民们
都竖起大拇指。

选出为民谋幸福的好班子

湖南日报1月22日讯 （记者 周小雷 通
讯员 杨韬）今天，武警湖南省总队党委三届
十八次全体（扩大）会议在长沙召开。会议传
达学习了武警部队党委扩大会议精神， 总结
了去年工作，对2018年度军事、政治、保障、
纪委工作进行了部署。总队党委书记蒋建宇、
党委副书记李明辉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2017年是总队建设朝着强军
目标迈出坚实步伐的一年。总队各级牢牢把握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圆满完成重要警卫、重
大安保、押运押解、打黑除恶、抢险救援等临时
性勤务2300余起，各项工作任务圆满完成。

会议明确，2018年总队工作总体要求
是，围绕建设一流内卫总队目标，有效履行维
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保卫人民美好生活
和维护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 制度安全
的使命任务，强化举旗铸魂、练兵备战、改革
转型，奋力推动总队全面建设上质量创一流。

会议强调， 习近平主席亲自给武警部队
授旗并致训词， 开启了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
化武装警察部队的新纪元。 各级要积极主动
融入新时代、把握新思想、适应新体制、履行
新使命， 以新气象新作为推动总队全面建设
提质增效，坚定不移朝着一流目标阔步迈进。

奋力推动全面建设上质量创一流
武警湖南省总队召开党委扩大会议

首例监察委起诉的
职务犯罪案件被受理国家超算长沙中心助力孟加拉智慧农业

益马高速春节前通车
可缓解节假高峰期长沙至益阳、益阳至常德高速路段拥堵

� � � � 1月22日，桃江
县境内的益马高速
（益阳至马迹塘）与
二广高速互通，该
高速公路已基本完
工， 将于春节前通
车。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