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刘润秋 彭婕

前不久， 长沙市委党校第148期县
（处）级领导干部进修班学员，来到长沙
市天心区桂花坪街道金桂社区“心中的
梁家河” 党员学习教育基地参观学习，
这是该基地开放两年来， 接受的第487
批次党员干部团队。截至目前，该基地
已累计吸引省内外1.8万余人次前来学
习。

建设“心中的梁家河”党员学习教育
基地，只是天心区推进党员学习教育、阵
地建设的一个缩影。在天心区，楼宇商圈
党群服务中心、网格党群服务中心、15分
钟党群服务圈、 邻里中心汇等400多个
阵地遍地开花，为支部“下沉”到小区、网
格、楼宇商圈搭建起了良好平台，引领着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支部建在网格、小区，作用
发挥“零障碍”

在天心区暮云街道云塘社区格兰小
镇小区有一支由党员牵头组织的队伍，
他们几乎每天都会穿梭在小区， 协调矛
盾、文明劝导、维护公共设施等，被居民

亲切地称为“八大员”。
“八大员”中有物业服务监督员、矛

盾纠纷调解员、环境卫生监督员、宠物
饲养管理员等， 已由当初的8人发展壮
大到86人， 但居民还是习惯称他们为

“八大员”。
格兰小镇是新建小区，住户来自五

湖四海,互不熟悉，以前居民与物业、居
民与开发商、邻里与邻里经常会因为一
点小事就吵得不可开交。

“矛盾那么多，可社区工作人员有
限，于是我们就想到了依靠党员，引导
居民自治。” 云塘社区党支部书记张先
明说。于是，“八大员”应运而生，并成立
了“八大员支部委员会”，吸纳小区20多
名党员参加。

退休老党员李远亮被选为物业服
务监督员组的组长，负责协调、化解物
业与居民的矛盾，短短几个月，小区的
物业费上缴率从原来的50%一下子提
高到了80%。其他几大员根据管辖范围
的不同，积极作为，基本做到了小区矛
盾不出小区。

在天心区， 基层党组织的覆盖面还
在不断扩大， 该区141平方公里的土地
被划分为418个子网格， 一个子网格建
立一个党支部或党小组， 目前已建成

200多家网格（小区）党支部，其余子网格
基本实现了党小组的全覆盖，这些党支部、
党小组在基层治理、 项目建设等方面发挥
着重要作用。

阵地进入楼宇、社区，服务
基层“零距离”

随着先锋街道嘉和社区长株潭商圈党
群服务中心今年4月的开门迎客， 位于长
株潭商圈的“鑫悦汇”党支部隔三差五就会
去那里开展活动，重温入党誓词、学习上级
文件、推行项目认领活动。

“自从有了这个阵地，我们党员心中有
了满满的归属感， 企业也找到了一个与组
织面对面沟通、 交流的平台。”“鑫悦汇”党
支部负责人说。前不久，入驻“鑫悦汇”的企
业“麦德龙”也在社区的帮助下，在这个中
心成立了党支部。

“服务中心配备2名专职党务工作者，
推行党群服务、政务服务、社会服务‘三位
一体’ 的服务模式， 还引入了社会团
体， 经常组织开展各类文体活动。”嘉
和社区党支部书记王露告诉记者，目
前服务中心已把辖区45个基层党组
织、400多家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
纳入商圈党建共同体， 实现资源互通

有无、项目共驻共建、活动组织常态化。
位于桂花坪街道金桂社区的“心中的

梁家河”党员学习教育基地，则以“梁家河
精神”为指引，引领金桂社区由“脏乱差”的
安置小区蝶变为“省和谐示范社区”“省文
明社区”。

在坡子街街道商圈党建服务中心的
“红色地图”里，有近百个“红色基地”，平均
不到0.02平方公里就有一个党员服务与活
动的“阵地”，1888名党员和200余名流动
党员活跃在15分钟步行可达的“城市基层
党建服务圈”中。“街道工委———12个社区
党组织、商圈党组织———商户党员”的层级
管理一目了然。

同时，天心区还探索了“有事好商量”
基层议事平台， 通过发挥基层党组织的组
织、协调、领导作用，搭建起居民意见收集、
协商、解决的议事平台，成为党群沟通、交
流、学习的好去处。目前,该平台建设已全
面推开， 计划在近几年内打造100个标准
化的“有事好商量”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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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长沙市天心区将支部建在小区、网格中，将阵地建设到社区、楼宇商圈中，促进服务“零距离”———

以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创新

湖南日报9月26日讯 （记者 王晗）
金秋时节， 湖南湘江新区产业项目建设
持续发力。 今天， 长沙市重点民生工
程———洋湖再生水厂二期项目正式投
产， 标志着新区又一个两型产业重点工
程启动运营。

洋湖再生水厂位于洋湖湿地公园科
教区内，规划总面积390亩，日处理污水
总规模30万吨，纳污范围为含浦、洋湖和
坪塘北部3个片区，服务人口约50万人，
致力打造“污水厂、中水厂、资源厂、能源
厂”四位一体的综合循环示范项目。

此次投产的二期项目日处理污水规
模为8万吨，总投资2亿元，为我省首次采
用“MSBR+微絮凝过滤”组合工艺。“经
过粗格栅、细格栅、旋流沉砂池3大步骤
及9个小步骤、 约24小时的净化处理，二
期项目出水水质可以达到地表准IV类水
质标准。”该项目技术人员介绍，相比一
期项目，二期项目占地面积有所缩小，但
通过新型十池型MSBR和微絮凝过滤工
艺的优化组合， 实现了全自动化远程管
理，日处理量更大，水质更优。

据了解， 自2012年8月洋湖再生水
厂一期项目建成投入使用以来， 洋湖片
区水环境得到有效改善。 项目出水一部
分作为洋湖湿地公园景区补水， 一部分
用于绿化浇洒、 道路清扫和居民冲厕等
城市杂用水， 实现了片区治污和污水再
生利用、零排放的有机结合，有效保护了
湘江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保护区水质。

项目相关负责人表示， 二期项目将
重点破解水处理行业内普遍存在的能耗
高、药耗高、污水再生利用率低、邻避效
应明显等难题， 真正实现污水全部再生
利用。

据悉， 洋湖再生水厂已成为全国水
处理、 水品质和水资源再利用的创新示
范基地。

湖南日报9月26日讯 （记者 邢玲
通讯员 胡卫红 袁静）9月26日， 桃江县谷
丰共享农机专业合作社15名植保无人机操
作手，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
自治州胡杨农场， 用无人机为棉花喷洒脱
叶剂。这是他们进疆作业第18天。

谷丰共享农机专业合作社成立于去
年6月，是一家以“农资产品+互联网+农
业服务”为主的共享农机服务组织，服务
内容包括农机租赁、 统防统治、 测土配
肥、技术培训等。目前，该合作社已在桃
江县建服务站26个，县外建加盟服务商

3家，有34架植保无人机P20、280台轻松宝
打药机、300台施肥机、500名专业从事打
药施肥的服务人员。一年多来，合作社帮助
农户减少用药成本12%， 减少农药使用量
15%左右，粮食增产超过10%。

这次谷丰共享农机合作社派出15名植
保无人机操作手远赴新疆， 将在胡杨农场
用无人机进行40天飞防作业， 作业面积
17.6万亩。

老百姓的故事

湖南日报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何云雄 蒋志全

“老公，咱家被评为文明家庭了……”9月26日，刚刚
获评江永县桃川镇首届“农民丰收节” 文明家庭的周玉
娟，手捧奖牌来到丈夫墓前默默垂泪。

今年35岁的周玉娟， 是桃川镇向阳村一组村民。
2016年7月16日， 丈夫蒋东文在江永上甘棠景区勇救落
水游客不幸遇难，被评为“见义勇为先进个人”。丈夫去世
后，周玉娟又当妈又当爹，既主外又主内，既管老又管少，
勤劳苦作，吃了很多苦头，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

有人常把女人比喻为“水做的”，村民们说周玉娟是
“铁打的”。丈夫走后，给她留下3个女儿，大的8岁，小的还
在娘胎里，还有两个年迈的公公婆婆。为了撑起这个家，
周玉娟付出了无数艰辛。

庆幸的是，这个不幸的家庭，得到了政府的关心，老
人小孩都享受低保， 好心人捐款捐物， 基本生活有了保
障。家庭的琐事，精神上的压力，都只能周玉娟顶着。

从2017年开始，公公的手关节痛愈加严重，遇晴冷
转换时，端饭碗都吃力。吃饭时，周玉娟先喂公公吃饱，才
喂小孩。为了治公公的病，周玉娟每天一早一晚帮公公擦
药。一年多时间下来，如今，公公的经脉慢慢通了，双手能
提起一桶水。

“一个女人撑起这个家，太不容易了。”婆婆最近有了
心事，儿媳还年轻，总不能一辈子这样过啊！

“我不会离开你们的，我一定要陪着你们老去，培养
孩子长大成人。”周玉娟的明确表态，让婆婆吃下了一颗
“定心丸”。

勤劳和孝敬让周玉娟无形中树起了威信。 村里有的
家庭闹矛盾，就会来找周玉娟评理。“夫妻一场不容易，要
好好珍惜，对老人、小孩要挑起这副担子……”周玉娟现
身说法，效果很好。

“铁打的女人”周玉娟

湖南日报9月26日讯（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杨雄春 曾东林 ）9月25日，蓝
山县一群户外志愿者在塔峰镇和犁头
瑶族乡交界处发现一群罕见野生四方
竹群落，占地约2亩，近1000株。据悉，
这是湘南地区近年来发现的最大的野

生四方竹群落，在全省也十分罕见。
该四方竹群落位于蓝山县塔峰镇

红旗水库以西4公里处。 竹子并非圆
形，而是四方形，棱角分明，表皮有毛
刺，竹节长有尖锐的倒刺，成竹约有手
腕粗细，呈深绿色，是竹类中比较稀少

的品种， 极具观赏价值。 竹林里有四方
形的野生竹笋， 沐秋而生， 农历八月开
始密集萌发，俗称“八月笋 ”，是天然绿
色食品。

蓝山县林业局森保站负责人介绍，
野生四方竹一般生长在海拔1400米至
2500米的山区，在重庆 、贵州和我省石
门县壶瓶山一带有发现， 而蓝山县的四
方竹群落发现地海拔并不高 ， 实属奇
特。

竹是四方形 笋是八月发
蓝山发现罕见野生四方竹群落

桃江农机合作社赴新疆服务

洋湖再生水厂
二期投产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
二等奖 9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152486
0 18293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226
685
7239

4
22
192

1456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1686
79778

357
2211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8年9月26日 第20181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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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 1410 19 21 24 28 29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9月 26日

第 2018262期 开 奖 号 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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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6日， 常宁市平
安油茶小镇， 数十亩油茶
苗圃与远处万亩油茶林遥
相呼应。该市有1700多年
油茶栽培历史。近年，该市
实行“油茶+生态+旅游”
融合发展， 斥资打造的油
茶小镇包括西岭、 荫田两
个镇的11个自然村， 集油
茶产业、生态农业、观光体
验于一体，再现了古榨、古
桥、 古樟、 古井等古色古
韵，让游客留住乡村记忆。

湖南日报记者 刘尚文
通讯员 钱辉 摄影报道

油茶小镇
生态山乡

绥宁上堡古国景区试运营
湖南日报9月26日讯 （记者 蒋剑平 见习记者 肖霄

通讯员 向云峰） 经过2年多的建设， 绥宁县上堡古国景区
今天开始试运营， 为我省旅游业再添一道美丽风景。 这是
绥宁县引进战略投资者着力打造的生态旅游区。

上堡古国景区拥有黄桑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黄桑省级
风景名胜区、 黄桑省级地质公园“两区一园” 和“中国历
史文化名村” 上堡村，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一片没
有被污染的神奇绿洲”。 这里的林海、 古寨、 弱碱性山泉
水和富硒温泉等十分适合森林旅游、 健康养生和生态休
闲， 是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和我省森林康养示范基地。

为打造好上堡古国景区， 由绥宁县政府、 邵阳公路桥
梁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国投创益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
中国农发重点建设基金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的湖南上堡
古国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拟在10年内投资30亿元，
进行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和景区开发， 将景区打造成为一个
集休闲、 居家、 养生、 养老于一体的知名旅游目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