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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月24日讯 (记者 邹仪 通讯员 张兴国 杨万里)
“建立村务监督月例会制度后， 上面拨下了多少钱， 村里的钱
用到哪些地方了， 村务监督委员会每月都会查账并张榜公布，
随时可查， 老百姓心里一清二楚了。” 1月22日， 永州市零陵
区凼底乡桴江村村民唐有健看完刚公布的收支账情况后， 高
兴地对记者说。

桴江村是省级贫困村，过去村里矛盾多、上访多。 2017年7
月，该村民主选举产生了村务监督委员会，在乡纪委的支持下，
每月按时召开村务监督例会，将村民关心的大事小事和村级财
务情况全部纳入监督范围。 如今，村里再也没有人上访了，干群
关系也融洽起来。

“建立村务监督月例会制度， 目的就是要解决群众关注
的热点和难点问题， 让村务阳光透明， 有效预防群众身边的
‘微腐败’。” 零陵区委常委、 区纪委书记周润润告诉记者， 去
年7月底开始， 零陵区委在凼底乡试点成功的基础上， 全面推
广村务监督月例会制度， 形成了一整套制度和做法， 并不断
规范。 通过村务监督月例会制度， 该区查处村干部“微腐败”
46人， 挽回集体经济损失250万元。

朝阳街道石烟塘村正在创建美丽乡村， 各种建设在村里铺
开。 村党支部第一书记杨志方坦言:“放在以前， 一个小水库的
承包收入， 都闹得村干部不得安宁。 我们无论怎么说， 村民就
是不相信。 现在好了， 有了这个月例会， 账目一清二楚、 张榜
公布， 不用我们说， 群众都看得明明白白。 同时， 村里的大事
都由村务监督委员会收集意见， 乡亲们关心的问题都得到了及
时解决……现在， 村里的各项建设都事关家家户户， 大家都看
在眼里、 无一阻挠， 这在以前真是不可想象。”

目前，零陵区已有200个行政村（社区）建立并实施村务监
督月例会制度。 预计到今年5月底，村务监督月例会制度将实现
所有行政村（社区）全覆盖。

央视在张家界录制
贺新春特别节目

湖南日报1月24日讯（田育才 向韬）1月22日，张家界
市永定区天门山广场灯笼高挂，音乐悠扬，上千名身着缤纷
民族服饰的演员正在排练。“我们的中国梦”———2018年央
视《东西南北贺新春》节目组正在这里进行节目录制，张家
界成为该节目的中国中部城市代表。

《东西南北贺新春》是央视春节期间的品牌节目之一，
每年在我国东西南北中各选取一座城市作为代表进行节目
拍摄。今年，栏目组选择浙江杭州（东）、山西大同（西）、云南
昆明（南）、黑龙江黑河（北）、湖南张家界（中）5地拍摄。通过
一系列独具地域特色的文艺节目，展示神州大地辞旧迎新、
华夏民族普天同庆的精神风貌。

作为中部城市的代表， 张家界在晚会中将展现绝美的
自然风光、浓郁的民俗风情和独特的民族文化，呈现张家界
土家族、白族、苗族等独具特色、喜庆热闹的过年场景。张家
界分会场的节目由央视著名主持人朱军、 湖南籍演员颜丹
晨现场主持，张也、春雷、王二妮、张番、刘铨淼等歌手、相声
演员以及张家界本土演员参演。

据介绍，节目将于2月14日（大年廿九）在央视三套综艺
频道黄金时间首播，央视一套跟播，春节期间央视三套、央
视一套重播。

� � � �湖南日报1月24日讯 （记者李治通讯员
骆从辉 曾小强） 长沙县星隆国际楼宇
党支部的20多名党员组成先锋志愿服
务队，连日来活跃在大街小巷，积极参
与环境保洁、 交通劝导等志愿服务活
动。 这是该县把支部建在楼宇，以城市
基层党建的“聚合器”作用，引领社会治
理创新的生动实践。

长沙县于去年8月初在全省率先出
台加强城市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13条
意见。为确保“13条”落地，该县按照系统、
开放、融合的理念，先后建立健全了县、街
道两级党建联席会议制度， 投入1200万

元建立了全省首家开放式、枢纽型、多功
能、集约化、共享性的县级党建服务中心，
在5个街道、83个社区建立了“一站式”办
公服务的党建服务中心，先后成立了120
多家“两新”组织党组织、17个小区党支
部、1个楼宇党支部，组织所有“两新”组织
和垂管单位党组织与83个社区党组织结
对共建，构建了以街道党工委为核心、以
枢纽型党建服务中心为支撑点、 以辖区
内各类党组织为基础的“1+1+N”区域化
城市基层党建新模式。

长沙县还投入4000万元， 新改扩
了一批社区活动阵地和党群活动中心，

辖区内各类党组织共享共用；依托党建
O2O等线上线下服务平台，建立健全自
下而上的自治议题和民生项目形成机
制、自下而上的工作评价体系，2017年，
征集认领的74个群众关注的“微民生”
项目全部如期完成， 群众满意率达
97%。 该县党建020服务模式获评全国
基层党建创新最佳案例。

长沙县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我们通过加强城市基层党建引领
社会治理创新，就是要让城市发展处处
见人， 让人民群众在城市生活得更方
便、更舒心、更美好。 ”

新闻集装

集聚人才促发展
常德面向全国公开招聘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230名

湖南日报1月24日讯（通讯员 李白 记者 周勇军）1月
23日， 常德市人力资源考试院发布今年该市事业单位公开
招聘工作人员公告， 面向全国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230名。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招聘采取市、县两级联动方
式进行。笔试统一组织，将分别在长沙、常德设主考点、副考
点；面试分级负责，在常德市及有关县（市、区）设考点。

为培育和引进一大批高端人才、技能人才、紧缺人才、
青年人才，推动“开放强市、产业立市”，常德市这次还出台
了一系列优惠措施。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人表示，将以求
贤若渴、从谏如流的决心，努力把各方面的优秀人才集聚起
来，让各类人才的创造活力竞相迸发、聪明才智充分涌流。

据介绍，常德是一座历史文化悠久、人文鼎盛的城市，
旅游资源丰富、 风景如画， 经济发展活跃、 沐浴着希望。
2017年，该市地区生产总值达3000多亿元，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达249亿元， 税收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比重保持全省
领先水平，经济总量居湖南前列。近年来，该市坚持“开放强
市、产业立市”总战略， 致力于把常德建设成为泛湘西北现
代化区域中心城市，抓住发展机遇，绘就桃花源里城市的瑰
丽画卷。

目前，常益长高铁正式获批并开工建设。建成后，到长
沙只需半个小时。而随着杭瑞、二广、长渝3条高速贯穿沅
澧，“四纵四横” 快速干线连通市域， 加上石长铁路开通动
车，黔张常铁路加快建设，襄常高铁、常德铁路枢纽站、常益
高速复线即将开工建设，常德着力打造的高铁、高速、航空、
水运立体口岸体系将进一步完善， 城市活力和潜力将进一
步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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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聚合器” 温暖“都市人”
长沙县：强化城市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

欢歌起舞
迎新春
1月23日晚， 老

年人在表演舞蹈。 当
天， 宜章县委老干部
局举办“不忘初心、
传承爱心、 歌唱美好
生活” 新春文艺晚会，
文艺爱好者自编自演
了18个节目， 让老年
朋友在欢歌笑语中喜
迎新春。 李明华 摄

泸溪
玻璃椒出口加拿大

湖南日报1月24日讯 （记者 陈昊
彭业忠 通讯员 李焱华） 今天上午，
150件泸溪玻璃椒“坐” 上大卡车
直奔上海港， 将由上海港海运至加
拿大温哥华， 实现了2018年泸溪县
农副产品销往海外市场的开门红。

泸溪玻璃椒， 种植历史悠久，
富含维生素C， 色泽红亮、 香味浓、
口感好， 广受消费者青睐， 是我省
出口辣椒的主要品种之一。 目前，
泸溪玻璃椒种植面积达5万亩， 年
产量达7000多万公斤， 年产值1.8
亿多元， 带动6万多农户增效。

首批出口玻璃椒出自泸溪县湘
锦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价值达
5万美元。

永州
助学总金额逾5亿元

湖南日报1月24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马元德 凌铭 ）“感谢大家的
帮助，我们一定好好学习，将来回报
社会。 ”永州市江永县、江华瑶族自治
县22名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近日
领到了中国社会扶贫网永州站线上
众筹资助金共计21918元。

永州市大力推进教育扶贫， 逐
年扩大学生资助面， 让贫困家庭孩
子有书读、 读好书， 阻断贫困代际
传递。 2017年， 全市各类教育资助
受助人数达55万人次， 助学总金额
达5.3亿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
二等奖 10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372289
0 19604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204
596
7524

3
9

170

1921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2226
86282

308
1889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8年1月24日 第2018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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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奖池：0 元
01 2405 06 10 11 13 29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1 月 24 日

第 20180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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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2 1040 740480

组选三 564 346 195144
组选六 0 173 0

6 46

怀化市 零陵区
� � � �湖南日报1月24日讯 （记者 肖军
通讯员 赵顺涛）“石大叔，今年收成

怎么样？ ”1月22日，怀化市第五届人大代
表肖崇红带着大米、食油等物资，来到沅

陵县筲箕湾镇大坪头村， 看望他的扶贫联系户
石玉财。 作为大坪头村在外创业成功人士，近两

年来，肖崇红先后为村里18户贫困户发放帮扶资金5.4
万元，2017年又资助7户贫困户17万元种植中草药。

2016年以来，怀化市人大常委会、怀化市政协要
求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充分
发挥其资金、技术、信息等方面优势，以不同方式积极
投身脱贫攻坚事业。 怀化市人大常委会将监督的重
点、工作的重心、履职的方向转向脱贫攻坚战场，发出
了“脱贫攻坚战、代表在行动”的倡议，得到全市各级
人大代表热烈响应。 溆浦县人大代表、黄茅园镇金中
村在外办企业的唐顺成在家乡投资1800万元，成立荷
花莲子生态专业合作社，让贫困群众以土地入股参与
产业开发， 并解决了35名贫困对象在合作社就业。
2017年， 他还对全村40户贫困户每户资助扶贫资金
500元。 2016年至2017年，怀化市共有6300余名各级
人大代表参与脱贫攻坚产业帮扶和技能帮扶，捐款捐
物6000多万元，帮扶贫困户1.2万余户4.3万余人，目前
已有2万多人脱贫。

“一名政协委员帮扶一个贫困孩子完成学业、结
对一个贫困家庭增加收入，有条件的委员帮助贫困户
家庭一名成员解决就业。 ”怀化市政协要求各级政协
委员参与“三个一”帮扶活动。 怀化市政协委员、湖南
神鹤保健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波在自己开办的企
业中，解决了90名残疾贫困对象就业。据统计，从2016
年以来， 全市共有2775名各级政协委员参与结对帮
扶， 资助贫困学生1655名， 解决贫困家庭成员就业
7005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