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湖南日报6月8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冯丽萍 ）“我家的自来水管漏
水，请派人来处理。 ”6月4日，永州市冷
水滩区梧桐社区网格员文嘉慧， 接到
紫霞西城5栋蒋老的求助电话，立即赶
到老人家中查看，用手机“智慧永州”
APP上报到网格事件联动处置平台，
10多分钟后， 自来水公司维修人员赶
到现场， 对老化的阀门与水管进行更
换，问题得到迅速解决。

“有事找‘格格’。 ”这是冷水滩区老
百姓在生活中遇到难题时常说的一句
话。 小到环境卫生、居民矛盾化解，大到
社会治安维护等， 该区都将这些纳入社
会治理网格化中， 网格员被群众亲切地
称为“格格”。目前，全区像文嘉慧一样的
“格格”有984人，他们每天活跃在自己的
“辖区”，收集最鲜活的社情民意。

从2014年起，该区在全市率先推行
社区网格化试点，全面推行“1+N”网格

管理模式，以社区为单元，将城区划为20
个社区301个网格，农村183个村（社区）
划分为683个网格，每个“网格”就是一个
单元，网格长作为“1”，负责对城市管理
工作实行统筹协调。城管、环卫、公安、食
药等职能部门和街道，按照“人员下派、
重心下移、职能下沉、权力下放”的要求，
在网格里组成“N”，在“1”的组织指挥下
各司其职。

同时，该区研发“智慧永州”平台

系统，对30个部门的12大项业务181个
事项进行梳理，纳入到指挥系统中，实
现“市-区-社区-网格” 四级纵向联
动。 今年以来，区“智慧永州”平台共接
报事件41617件，办结41280件，办结率
达99.31%。 去年，该区被评为“全国创
新社会治理优秀城市”和“全省综治先
进县区”。 该区网格化建设作为创新社
会治理的“永州模式”，吸引了省内外
考察团前来学习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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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6月8日讯 (记者 黄巍 通
讯员 周晓鹏 周磊)近日，溆浦县卢峰镇
民主社区张香芳老人的丧事在县殡仪馆
办理完毕，殡葬服务费仅花450元。“殡葬
改革搞得好！减轻了亲友负担，也圆了老
人遗愿。 ”张香芳的儿媳张银菊说，“我妈
妈一生勤劳节约，不喜欢大操大办。 ”

为破旧习、树新风，去年6月，溆浦县
委、县政府在全县大力推行殡葬改革，制
定了殡葬管理、城区集中治丧、城区禁止
燃放烟花爆竹等规定。 还把推进殡葬改

革作为提升县城品位、淳化社风风气、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惠民工程来抓， 纳入
国家卫生县城和省级文明县城创建内
容。县里成立了殡葬改革工作领导小组，
下设宣传教育、巡查劝导、设施完善、联
合执法等7个工作组， 组织4台宣传执法
车，每天在大街小巷、城中村、城乡接合
部等处巡回宣传、流动执法。

同时，溆浦县组织党员干部，签订殡葬
改革工作承诺书，带头抵制陈规陋习。该县
还把推进乡村殡葬改革与文明创建、 廉政

建设结合起来，引导各地建立村规民约，倡
导尊老爱亲、厚养薄葬、丧事简办，狠刹“人
情风”。低庄镇东门头社区和后村湾村居民
朱友生、刘仁德、刘维常、武召凡等联名写
下承诺，自愿火葬，以节约土地、保护环境。

溆浦县民政局负责人介绍，该县
不断完善殡葬基础设施和服务，目前
正在加快县城殡仪馆搬迁和公墓区
建设。 同时，推行惠民殡葬，对困难群
众实行殡葬救助政策。 凡在县殡仪馆
集中治丧，3天内基本殡葬服务费用

全免。去年启动殡葬改革以来，全县已为
342户群众减免费用39.67万元， 为死者
家属节约开支1000余万元。 县城集中治
丧区域内，没有出现一例违规治丧行为，
集中治丧率达100%。

长沙推进大气水土
污染防治“三大战役”
湖南日报6月8日讯（陈新）今天，长沙市环委会印发实

施《长沙市污染防治攻坚战2018年度工作方案》，持续推进
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战役”，力争全市环境空气质
量优良率达到75%以上，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水质达标率100%。

根据该方案， 在蓝天保卫战方面， 以内五区为重点区
域，推进“散乱污”涉气企业整治，对已明确列入淘汰类的

“散乱污”企业，一律于9月底前依法依规关停取缔，实行挂
账销号，杜绝异地转移和死灰复燃。

在碧水攻坚战方面， 要求省级及以上工业聚集区全部
建成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并安装自动在线监测装置；引导洞
庭湖区（望城区）制浆造纸行业企业退出；实施重点镇污水
处理设施建设“三年行动”，今年全市所辖建制镇实现污水
处理设施全覆盖，全市建成区黑臭水体基本消除。

此外，坚决推进净土保卫战，全面启动历史遗留污染问
题治理工作，实施综合性治理措施，分阶段、分区域、按类别
解决历史遗留污染问题。

鸣响环境保护“春雷”
怀化两级法院院长带头承办涉环资类案件

湖南日报6月8日讯 （记者 肖军 雷鸿涛 通讯员 周纯
华）“驳回上诉，维持原判!”6月4日，张某芳等7人滥伐林木案
二审在靖州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担任审判长的是怀化市中
级人民法院院长徐远太。 二审法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
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
当庭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据了解，张某芳等7人系靖州大堡子镇村民。 2014年至
2017年期间，他们在没有取得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先
后数次砍伐林木，蓄积量巨大，影响恶劣。 靖州法院一审审
理了此案，依法判决张某芳、龙某和等7人犯滥伐林木罪。 其
中，张某芳、龙某和等4人被判处三年至四年六个月不等的
有期徒刑，张某光、蒋某良和唐某贵3人被判处缓刑。 同时，
这7人被处以罚金。

张某芳、龙某和不服,上诉至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
中，徐远太公开开庭主审了此案。 经过法庭调查、法庭辩论
和当事人最后陈述等诉讼程序，当庭核实了相关证据。 二审
当庭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今年3月以来，怀化两级法院开展“春雷行动”，通过
建立审判执行绿色通道， 建立院庭长带头承办涉环资类
案件制度，已有5位法院院长审理了涉环资类案件。 同时，
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配合，
为怀化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之路以及打赢污染防治攻坚
战提供强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到目前为止，共受理涉
环境资源类案件50件，审结31件。 审结的刑事案件中，共
判处23人相应刑罚。

一桥连通昭山九华
湘潭昭华湘江大桥主体结构全线贯通

湖南日报6月8日讯(记者 曹辉 通讯员 刘波 祁兵)6月
7日， 湘潭昭华湘江大桥昭山段与九华段实现精准合龙，标
志着大桥主体结构全线贯通。

昭华湘江大桥由湘潭城发集团下属子公司铁投公司负
责承建，中交三航局施工建设。经过近1000个昼夜的艰苦奋
战，7日，昭华湘江大桥建设终于到了施工最关键的时刻：昭
山示范区段和湘潭经开区段第一次“握手”———九华侧最后
一段300立方米聚丙烯氰高性能C55混凝土浇筑， 将钢箱梁
和九华锚跨段连接起来。

该合龙段的浇筑完成， 将为后续主塔缆索系统体系转
换、钢箱梁STC全面浇筑提供先决条件，这也意味着昭华湘
江大桥主体结构全线贯通， 为大桥今年10月底按时通车奠
定了坚实基础。

昭华湘江大桥位于昭山示范区和湘潭经开区之间，是
G320湘潭绕城线一期的控制工程，全长1.322公里。 该桥为
独塔自锚式悬索桥，主塔采用莲花造型，将人文景观与自然
景观融为一体。 主跨采用钢箱梁结构，锚跨和副跨采用混凝
土梁，主桥桥面宽度39.5米，为双向8车道。

大桥建成后，将成为湘潭市区目前最北侧的过江通道，
以及连接昭山示范区和湘潭经开区的城市主干道， 对完善
长株潭城市群区域路网结构，扩大高速公路交通辐射效应，
加快昭山示范区和湘潭经开区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支部建在小区里
居民有了“主心骨”

湖南日报6月8日讯 （记者 谢璐 通讯
员 杨鑫）“小区成立党支部是件大好事，以
后我们大事小事都有了主心骨。”今天，长沙
市望城区月亮岛街道成立了2个小区党支
部，居民们纷纷点赞。

月亮岛街道处于望城区域发展的前沿阵
地，在职党员、流入党员、离退休党员达2000余
人。 今年，街道按照长沙市委城市基层党建年
的要求，通过走访调研，出台了《小区党支部建
设实施方案》，决定在小区建立党支部，在楼栋
建立党小组，打造多功能服务阵地。 仅一个月
时间，润和、浩龙、新界、时代等小区党支部相
继成立，党组织的触角延伸至小区每家每户。

各小区党支部成立后， 积极发挥作用。
润和小区党支部开办“讲习夜校”，邀请在职
党员身份的大学教授当主讲，为居民传授知
识；黄狮岭社区党支部聘请“中国好人”担任
兼职委员，带领居民做好事，传播社会正能
量；翡翠花园小区党支部指导党员、业主成
立业委会，带领居民共建共管美好家园。

“自从建立了党支部，小区管理就有了
核心力量， 矛盾越来越少， 生活越来越和
美。 ”小区的居民们感慨。

湖南日报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易露 李磊

在岳阳市岳阳楼区城陵矶街道洪
家洲社区，有一个人见人夸的“小家”。

来社区的人都说， 只要走进这个
“家”，一定能感受到家的幸福和温暖。

周边的环卫工刘晓梅原来苦于上
班地点离自己家远。 如今，她步行几分
钟，就能随时到社区的“家”里享受饮
水、热饭、如厕、休息等便利，她的20多
名同事也都能享受优待。

远道而来的舞蹈队教练李冬香，
现在不仅可来社区的“家”里歇脚，还
可共享“家”中的舞蹈室等设施设备。
她带的广场舞队员也以此为“家”，队
伍越来越壮大。

6月7日， 记者走进了这个温暖而
幸福的“家”。“家”的全名叫“十五分钟
休息处”，设置在洪家洲社区便民服务
中心最显眼的位置。“家”不大，但配备
了桌椅、饮水机、微波炉、空调、电视
等，还有健康检查仪器、医药箱、休息
处等设施设备。 最难得的是，社区工作
人员的服务无处不在。

“这个‘家’在岳阳是首创，是岳阳
楼区5个‘一公里公共服务圈’建设的
延伸， 也是基层探索建设服务型社区
的创新之举。 ”洪家洲社区党支部书记
汪子娟很自豪：社区地处城乡接合部，
厂矿企业多，户外公益劳动者多；辖区
范围内步行，15分钟以内即可到“家”；
每天会有上百人来“家”里享受服务，
成立半年来，服务对象已超1万人次。

在这个“家”里，温情故事时有发生。
许丹是一名送货司机， 每个星期要从城
区到洪家洲社区超市送货，是这个“家”
的常客。 前不久，许丹送完货在“家”休
息， 发现车钥匙不见了。 见许丹愁眉不
展，社区网格员易炎立马相助，将情况发
送至微信工作群，全社区干群爱心接力，
车钥匙很快完璧归赵。 许丹感慨万千：
“关爱一小步，温暖入人心。 这让人真正
感受到了‘家’的温情。 ”

“街道将以‘家’为纽带，服务居民
零距离，6个社区都会营造这样温馨的
‘家’。 ”城陵矶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
任建国表示，街道将在“家”的基础上，
拓展政策咨询、法律援助、医疗义诊、
技能培训等服务， 让更多人感受到
“家”的温暖。

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阳醉文

这里曾经四面环山，地少人多，不
仅没有一条像样的路， 唯一一条小河
也是垃圾成堆，污水横流。

“一定要改变家乡的面貌，让这片
曾经养育过我的山水重新焕发活力。 ”
2016年，不忍家乡贫穷落后，在外经商
20多年的戴愈平怀着对家乡的眷念，
毅然回到双峰县三塘铺镇八湾村，并
当选村党支部书记。

“当时村里只有一条窄窄的水泥
路，全村垃圾遍地，无产业、无村部、无
集体收入。 ”谈起村里当时的状况，戴
愈平历历在目。

“必须要改变，要打造一个‘绿树
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的美丽乡村，留
住我们的乡愁。 ”戴愈平带着乡亲们首
先从环境卫生抓起， 发出环境整治倡
议书，号召全村劳动力清理河道垃圾，
并配备保洁员， 购买垃圾车。 不到半

年，全村环境卫生有了极大改观。
6月6日，记者在八湾村采访时，路

面上几乎看不到白色垃圾， 每家每户
门口都摆着两个垃圾桶， 房前屋后也
是干净整洁。

“多亏了戴书记呢!我们村不仅干
净了许多，几条路也打通了，路灯、村
部、广场、健身器材都有了。 看到村里
变化这么大， 现在好多人都回家建新
房。 你看，那一排都是这两年新建的房
子呢。 ”八湾村村民阳碧华告诉记者，
戴愈平在全国好几个地方都有厂子，
是个大老板， 可他却一心为了村里的
发展，不图私心，真不简单。

1971年出生的戴愈平年幼丧母，16
岁迫于生计放弃学业， 在贵阳一家锅厂
打工。 他吃苦耐劳，聪明好学，很快就学
会了制锅的所有技术。 1998年，他在湖
北省仙桃县创办了自己的制锅厂。 由于
他懂技术，会管理，讲诚信，企业生意兴
隆。随后，他又在沈阳、重庆、郴州及三塘
铺镇创办了分厂，事业风生水起。

虽然一直在外创业， 但他一直心系
家乡。 村里的小学桌椅破烂，他二话不说
自掏腰包买来；村里要修路，他带头捐款，
多方筹资。 当上村支书后，他更是把生意
交给家人打理，吃住在村里。 他还把自己
的朋友、 在外做铁路工程的刘平虚叫回
来，创办了八湾村种养合作社。

合作社去年在村里流转了350亩
土地，打造了“黄栀子+黄桃+散养土鸡
+大棚蔬菜+生态农庄”产业园。全村38
户124名贫困人口加盟合作社，村民可
入园打工。 如今，新种果树已开新枝，
30亩辣椒已采摘了两轮， 鱼塘扩建正
在施工。 3年后，瓜果满山、鱼儿满塘、
山清水秀的八湾村将展现在世人眼
前。

“我们准备在发展产业的同时，做
好规划，计划用5到10年的时间，把八
湾村打造成娄底市有名的乡村旅游胜
地， 让更多的八湾村村民在村里就能
安居乐业。 ”对于八湾村的未来，戴愈
平很有信心。

澧县产业项目集中签约
湖南日报6月8日讯 （记者 肖洋桂 通

讯员 刘杰 戴毅）6月7日， 澧县举行招商引
资产业项目集中签约仪式，签订项目3个，总
投资约4.25亿元。

这3个项目具体为： 东鹏陶瓷智能三期
制造暨陶瓷仓储项目，主要新建高标准厂房
和2条现代化地砖生产线及物流仓储设施
等；由澧县广兴装饰材料有限公司投资的陶
瓷切割加工项目， 属东鹏陶瓷配套项目，固
定资产投资总额1500万元； 常德台肥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投资的有机肥生产项目，一期
投资5000万元，二期投资2000万元。

今年来， 澧县着力引进产业关联性大、
带动力强、聚集度高的项目，培育发展优势
特色产业，力争全年引进500强企业1家、亿
元产业项目15个以上。

“格格”托起大民生冷水滩

厚养薄葬风气新溆浦县

乡村振兴纪实 八湾村：能人回 产业兴

社区“小家” 服务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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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 0
二等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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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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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0 0
0 37983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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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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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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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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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2660 1040 276640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2086 173 360878

2 85

� � � �
� � � �
� � � � 6月8日， 通道侗族
自治县溪口光伏电站，
施工人员在安装太阳能
电池板。 今年， 该县引
进集中式光伏发电产业
扶贫项目， 总装机容量
20000千瓦， 总投资1.4
亿元。 预计投产后年均
发电量1920万度， 年均
收益约1632万元， 部分
收益归集体所有， 其余
将惠及建档立卡贫困
户。

尹序平 王永智
摄影报道

光伏发电
助脱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