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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王雪

在郴州市苏仙区， 一名退休老党员放弃
休息，毅然走上教育慈善路，风里来雨里去，
四处“化缘”。 3年来，把教育基金扩大了近3
倍，近万名贫困师生受益。

他， 就是苏仙区教育基金会党支部书记
钟昭礼。 6月29日，记者在苏仙区采访时，从党
员干部到普通群众， 对钟昭礼都表示由衷敬
佩。

老骥伏枥献余热
今年67岁的钟昭礼退休前， 先后担任过乡

镇党委书记、区林业局长、副区长、区政府调研
员等职，在当地享有很好的口碑。“干事实在，为
人诚恳”，这是许多人对钟昭礼的评价。

2011年， 钟昭礼退休。 原本可以“歇一

歇”，但因为党组织一次谈话，他又开始了“教
育志愿者”生涯。“2015年3月，我被选为苏仙
区教育基金会理事会理事长。 ”1974年入党的
钟昭礼说， 他很乐意担任这个职务，“党员就
要奋斗不息”，退休了也应该发挥余热。

当时，64岁的钟昭礼是家里的“顶梁柱”，
上有老下有小，80多岁的老父亲已瘫痪在床6
年。 担任理事长后，他便利用晚上等休息时间
照顾父亲。

2016年，钟昭礼的女婿被查出患有脑癌，
四处求医无果，花光了家里积蓄，这对钟昭礼
的女儿打击很大。 面对家中变故，钟昭礼一面
宽慰女儿，一面挑起照顾女婿的重任，白天忙
完教育基金会的事，晚上陪女婿住在医院里。
最后女婿不治病逝， 钟昭礼忍痛继续做好基
金会的各项工作。 当年，苏仙区教育基金会在
考核中，居郴州市12个教育基金会之首。

腿装钢板跑募捐
“服务教育，关爱师生”，必须要有资金实力。

钟昭礼带头捐款，还把在区教育基金会工作获得
的津贴全部捐给基金会，成了一个“教育志愿者”。

钟昭礼经常跑企业、进机关、入学校、去乡
镇，从不懈怠。 2015年9月，他遇车祸受伤，腿部安
装了钢板，在医院躺了2个月。 为了工作，他2次把
工作例会放在医院开。 出院后，他拄着拐杖上班。

钟昭礼腿上装钢板跑募捐的故事不胫而
走， 不少人为他的精神所感染， 纷纷捐资助
学。“听人讲老钟的故事，我掉了泪。 ”郴州高
斯贝尔公司董事长刘潭爱说。 其公司已向苏
仙区教育基金会认捐400万元。

在钟昭礼带领下，去年底，苏仙区教育基
金会基金比2015年底增加了近3倍，被省民政
厅认定为4A社会组织、慈善组织。近3年来，该
基金会资助贫困师生近万人， 还投入2200多
万元改善了10多所学校的办学条件。

今年1月，钟昭礼辞去苏仙区教育基金会
理事会理事长，改任党支部书记，继续为发展
教育事业贡献力量。

� � � � 湖南日报7月1日讯 （记者 胡信松 通讯
员 邓建英）今天，在省国资委系统庆“七一”主
题报告会上，湖南建工集团玉麦项目党支部被
授予“湖南省国资委系统党支部‘五化’建设
示范点”。

玉麦乡是西藏山南市隆子县面积最大的
乡。 为彻底改善当地藏族同胞的居住条件，根
据湖南省委、省政府与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的
统一部署，2017年启动了玉麦小康乡村建设，
并明确由湖南建工集团具体负责该项目的建
设实施，采取工程总承包（EPC）模式，全面规
划、建设玉麦440.98亩小康乡村，新建56套轻
钢装配式结构民居， 配套解决电力、 通信、道
路、卫生院、学校等公共服务设施。

2017年12月，玉麦小康乡村建设破土动工，
湖南建工集团派出精干力量组建项目部，并与当
地县乡政府成立了联合党支部，发挥党支部的战
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联合党支部成立以来，严格按照湖南省属监
管企业党支部“五化”（支部设置标准化、组织生
活正常化、管理服务精细化、工作制度体系化、阵
地建设规范化）建设要求，着力打造坚强战斗堡
垒，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团结带领160
多名湖南建工人在离家4000多公里的雪域高原
上，克服高原缺氧、低温雨雪、交通不便的恶劣环
境，爬冰卧雪，合力攻坚，为顺利推进玉麦小康乡
村建设项目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

目前，在玉麦项目党支部的领导下，项目部
全体员工正优质、快速、安全推进项目建设，预计
到今年10月，56套民居及配套设施将全部建成。

长沙首个
党建声音馆成立

湖南日报7月1日讯 （记者 张颐佳）6月30
日，一座特殊的博物馆落成，它没有开馆闭馆时
间，也没有地域区划限制，却凝聚了众多党员群
众的心， 能共同缅怀湖南近百年以来的英雄历
史。 它就是长沙首个党建声音馆———在开福区
清水塘街道建立的“红色摇篮”党建声音馆。

中共湘区委员会旧址等革命遗迹坐落在
清水塘街道， 创建党建声音纪念馆旨在在这
块红色土地上传承和发扬先辈们的精神。“红
色摇篮”党建声音馆分为线下、线上两部分，
线下在四季花城社区搭建了党建声音录音
间，可为党员群众提供专业化录音服务；在线
上，将推出“红色摇篮”官方微信、喜马拉雅党
建声音网络电台， 市民通过扫描二维码就可
关注相关公众号， 随时随地聆听湖南先辈们
的感人故事。

“有图片看、有声音听、有文字读，我们希望
让大家以最便捷的方式了解英雄人物的故事，让
那些渐渐被淡忘的英雄们再次回到我们心中。 ”
四季花城社区党总支书记韩东武说，他们不但邀
请专业作家编写文稿， 邀请了专业的播音员、录
音师和剪辑团队，社区党员、居民群众、在校大学
生等也可以成为党建声音馆的讲述者。

“红色摇篮”党建声音馆将在7至12月推
出100期“革命英雄人物”有声读物。

� � � �湖南日报7月1日讯 （记者 徐荣 通讯员
文丽 肖燕）“七一” 前后， 韶山红色旅游升
温， 每天成千上万的游客来到韶山瞻仰参
观， 开展党日活动， 接受红色教育。

6月30日， 记者来到韶山毛泽东广场，一
群群游客在排队向毛主席铜像敬献花篮，一
批批团队在党旗下庄严宣誓。 刚刚重温了入
党誓词的严先生告诉记者， 他是省麓山强制
隔离戒毒所第十党支部的党员， 党支部每年
组织党员来韶山开展党日活动，每来一次，大
家都受到一次心灵洗礼。

毛泽东故居前荷花绽放，成群结队的游
客来到这里。“请帮忙给我们拍一张！ ”见记

者在拍照，选好了拍照位置的黎女士把手机
递过来。 据介绍，黎女士及同伴是江西中医
药高等专科学校的老师，这次学校组织50名
党员，来韶山干部教育学院进行党性教育培
训。“我们在韶山吸取了大量红色养分，将不
忘初心、 牢记使命， 回去后把工作做得更
好。 ”黎女士说。

韶山干部教育学院相关负责人介绍，近
段时间，来韶山干部教育学院接受红色培训
的团队非常多， 以前每天只有一两个培训
班，现在每天有四五个培训班。

据统计， 从6月30日至7月1日下午4时，
韶山共接待游客3.2万人次。

� � � �湖南日报7月1日讯 （记者 郑旋 通讯员
周岚）一本《中国共产党章程》、一份《争当雷
锋式好党员》倡议书、一张手写祝福卡、一份
本人入党申请书复印件……今天是党的97
岁生日， 在雷锋家乡长沙市望城区，97名在
历年7月入党的优秀“老”党员代表与97名今
年7月将转正的预备党员代表， 互赠了一份

特殊的“生日礼物”，共勉不忘奋斗初心、牢
记党员使命。

近年来，望城区大力实施“品牌引领”计
划，将“对党忠诚、服务人民、艰苦奋斗、爱岗
敬业、开拓创新”的雷锋精神植入党建中，全
区涌现出一批“雷锋式好党员”“雷锋式党员
示范岗”“雷锋式好支书”。

� � � � 湖南日报7月1日讯（记者 陈淦璋）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今天披露： 全面深
化“最多跑一次”改革，自今年7月1日起，
该厅政务服务事项全部纳入政务中心
统一受理，让群众、企业办事“只进一扇
门”；资料齐全情况下分批实现最多跑一
次，14项行政审批事项原则上在13个工
作日办理完毕。

省住建厅党组书记、厅长鹿山介绍，
为加快推动落实“最多跑一次”改革，该
厅对所有审批事项逐项进行了梳理优
化。

一是简化申请材料。 可以网上核验
材料的事项采取网上核验， 可以通过承
诺说明的事项采取书面承诺， 不再要求
群众和企业提交相关证明材料。

二是削减优化审批环节， 大幅缩短
办理时限。 审批环节由6个削减优化为3
个（即受理、 评审及公示、 公布审批结

果），原则上在13个工作日办理完毕。 除
因技术原因确需专家评审的超限高层建
筑抗震设防、初步设计文件审批等4个事
项外，其余事项一律取消专家评审。原则
取消现场核查程序，实行承诺制，强调事
中事后监管。审批全过程公开。评审通过
的事项，经签批后直接发文；未通过的事
项， 在递交陈述材料后重新转移至下一
轮审批程序。

三是实行集中审批。所有行政审批事
项由该厅政务中心统筹，每月5日、20日行
政审批人员实行集中办公、集中审批。

鹿山表示，按照工作安排，安管人员
个人资格类网上审批系统计划7月2日
上线试运行，建造师、结构工程师等个人
资格类审批事项7月底实现网上审批。
2019年1月起，包括建筑业企业、房地产
企业等资质在内的所有审批事项全部实
现网上办理。

� � � �湖南日报7月1日讯（记者 陈淦璋）
记者今天从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获悉，
该厅本月起启动全省建筑施工企业安
管人员（企业主要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
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网上电子审
批改革。 取消安管人员在申报、 受理、
初审、 复审、 办结、 公示、 打证等各环
节的纸质审批材料， 实现全省统一平台
办理、 全流程网上电子审批， 让数据在
后台“多跑腿”， 让企业和个人办事
“少跑腿”。

此次审批改革， 主要体现在简化办
事材料和精简办事环节上。 一是取消安
管人员审批中核实学历证、职称证原件，
改为安管人员在参加培训考试时由相
关部门核实。不具备相应学历、职称条件
的，相关企业不得组织申报，相关部门不
得组织参加培训考试。 同时加强事中事

后监管， 并可追溯至办理环节和责任人
员，及时发现并纠正违规行为。

二是取消安管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合
格证书纸质版，实施电子版证书，企业和
个人可通过省住建厅官方网站（www.
hunanjs.gov.cn）和微信公众号，在网上
查询、打印、验证电子证照。

三是取消安管人员审批发文， 改为
相关办理部门初审、复审后办结，结果实
时在网站公示，并同步生成电子证照，大
幅提升审批效率。

省住建厅介绍， 网上审批系统7月2
日上线试运行， 各单位试用期间可提出
改进建议。 7月11日0时起，窗口停止受
理纸质材料， 停止在原建筑业协会老平
台录入安管人员信息， 并封存数据导入
新平台中。 7月20日起，新申报安管人员
的审批，必须通过新系统在网上申报。

� � � � 湖南日报7月1日讯（记者 王晗）笔
直的河道将变成蜿蜒曲折的生态河道，
并建设生态岛、浅水湿地、最长天幕等。
6月30日， 随着长沙市雨花区委书记张
敏一声令下，大型挖土机挖下第一铲土，
长沙首个海绵城市示范公园———圭塘
河井塘段城市“双修”（生态修复、城市修
补）及海绵城市示范公园项目开工建设。

据了解， 该项目计划总投资14.5亿
元，将创4项“全国之最”，即最强“海绵

体”、最智慧河道系统、最丰富滨河公园、
最长液晶天幕。 项目预计于2020年建成
开放，届时将形成集购物、娱乐、休闲于
一体的生态示范区、运动休闲区、文化艺
术区和生活体验区。

圭塘河是长沙市唯一的城市内河，
南北贯穿雨花区全境，绵延28.3公里。 近
年来， 雨花区全力推进圭塘河流域综合
治理， 致力于将其打造成财富雨花经济
带、幸福雨花生态带、品质雨花示范带。

� � � � 湖南日报7月1日讯 （记者 刘永涛）
6月29日晚间， 京港澳高速衡东段发生
大客车与危化品运输车相撞的重大交通
事故，造成重大伤亡。 获悉事故发生后，
我省新华人寿、太平洋人寿、阳光保险、
民生保险等多家保险机构， 第一时间启
动突发事故应急预案， 积极做好理赔服
务。

保险机构多渠道收集事故伤亡人员

信息，快速开通绿色通道，推出7×24小
时受理报案咨询、无保单服务、简化鉴定
手续、简化理赔资料、提供预付赔款、上
门服务等多项服务举措。

事故客户或家属可通过保险机构的
24小时全国客户服务电话、公司官网、微
信服务号、APP等多个渠道进行报案或
咨询，一旦确认客户出险，保险机构将高
效及时兑现保单承诺。

� � � � 湖南党史陈列馆是集文物收藏、
研究、陈列展示、宣传教育等多种功能
于一体的革命历史纪念馆。 为了充实
和丰富湖南党史陈列馆馆藏， 充分展
示近现代以来湖南人民波澜壮阔的革
命斗争历史， 湖南党史陈列馆特向社
会发布革命文物征集公告， 面向全国
征集与湖南有关的革命文物如下：

一、征集范围
1. 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南

中国共产党组织及其领导的革命武装
成立、发展和斗争活动的实物与资料。

2. 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
南籍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主要领导人、
英雄人物和革命烈士革命活动的实物
与资料。

3. 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
南各党派团体、 群众组织和著名人士
革命活动的实物与资料。

4. 反映军阀、日本侵略者、国民
党反动统治、 汉奸及各种反动势力在
湖南的各种罪行的实物与资料。

5. 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湖南
各方面发展的实物与资料， 反映湖南
先进人物代表的事迹的实物与资料。

6. 反映改革开放以来湖南在政
治、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取得的成果
的实物与资料， 反映湖南先进人物代
表的事迹的实物与资料。

二、征集种类
文物征集的品种包括报刊、图书、

宣言、文告、文件、手稿、墨迹、传单、标
语、证件、题字、日记、信件、契证、印
章、票据、账册、钱币、纸券、徽章、地
图、档案、各种武器、烈士遗像和遗物、
英雄模范人物(军、民)肖像和用品、各
种历史照片、艺术作品等。

三、征集方式
1. 捐赠
接受个人、团体捐赠，收藏者本着

自愿的原则， 将有价值的藏品无偿捐
赠给我们， 本馆将给捐赠者颁发捐赠
证书，予以表彰奖励；捐赠藏品进行专
家鉴定后评定为珍贵文物的， 可以单
独举行捐赠仪式。

2. 寄存
个人和集体可以将收藏的重要文

物寄存到我馆委托管理， 我馆无偿做
好科学保护， 在征得寄存方同意下合
理利用。

3. 法律规定的其他形式
四、联系方式
征集单位：湖南党史陈列馆
联系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高新区

雷锋镇正兴路43号
联 系 人：曾欢 王文红
联系电话：13875956215

� � � � � � � � � � � � � 0731-88100479

省住建厅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
从7月1日起，大幅削减优化审批环节，所有行政

审批事项原则上13个工作日办理完毕

建筑施工安管人员审批“全上网”
大幅取消纸质材料，自本月起实施

长沙首个海绵城市示范公园开建
将创4项“全国之最”

我省保险机构推出多项服务举措
应对6·29京港澳高速重大交通事故

湖南党史陈列馆文物征集公告

“党员就要奋斗不息”
———记郴州市苏仙区老党员钟昭礼

党旗飘扬在
雪域高原

开展党日活动 接受红色教育

韶山“七一” 游客多

� � � � � 7月1日， 湖南
省歌舞剧院演员在
表演女子群舞《青
荷》。当晚，由省委宣
传部、省文化厅和省
教育厅等单位主办
的《新时代的征程》
大型歌舞晚会在湖
南戏曲演出中心举
行，上演《新的天地》
《青荷》《党旗飘飘》
等节目，表达对党的
无限热爱和对祖国
的美好祝福， 坚定
“感党恩、听党话、跟
党走” 的信心和决
心。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龙文泱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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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县构建年轻干部成长机制

� � � �湖南日报7月1日讯 （记者 孙敏坚 通讯员
宋婕）当“七一”遇上周末，如何度过有意义的一
天？有很多人给出了相同的答案：到湖南党史陈
列馆重温党史、缅怀先烈。 据统计，今年“七一”
期间，该馆现场参观人数累计突破10万人次。其
中，7月1日当天参观人数就达2.1万人次。

据介绍，为了庆祝党的97周岁华诞，湖南
党史陈列馆从6月29日起推出了“感悟初
心———庆‘七一’党的生日”主题微展览、“湖南
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专场故事会、“初心
最好 童心最美”党员牵手儿童主题教育、“文

明参观 别把文物吵醒”“以‘七一’的名义征
集湖南党史文物资料”等系列活动，受到了广
泛的社会好评。 6月25日开始，馆内参观人数
开始剧增，6月28日、6月29日、6月30日均突破
了2万人次。

面对激增的参观者， 湖南党史陈列馆做
出了有序应对，如为观众提供随身物品寄存、
参观导览、重温誓词、休息查阅、饮水等服务，
现场还有小学生志愿者为游客指点参观路
线。宣教部13名讲解员全天候讲解，较平时增
加了6名人员。讲解员们每天提前30分钟到岗

准备，平均每人每天4场讲解，每场讲解需近2
个小时，中间几乎没有休息。

记者今天在现场看到， 许多参观者都是
带着孩子前来观展。 长沙海关的退休职工龚
女士与丈夫已是第三次参观党史陈列馆了，
这次他们特意带着刚满3岁的孙子一起。

湖南党史陈列馆馆长朱习文表示，将进一
步挖掘党史资源，激活红色基因，赓续红色传
统，为观众提供更多有温度、有深度、有热度的
产品，讲好湖南党史故事，传播党史好声音，为
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贡献“红色力量”。

纪念“七一”好去处
最是党史陈列馆

湖南党史陈列馆“七一”期间现场参观人数破10万人次

望城涌现一批雷锋式好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