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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连续11年获评
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湖南日报11月26日讯（记者 张颐佳）今天，2018中
国幸福城市论坛在广州举行，现场发布了2018中国城市
幸福感调查报告。长沙作为“尖子生”载誉而归，荣获最具
幸福感城市。这是长沙第11次获此殊荣。

据了解，“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推选活动，迄今
已连续举办12届，累计推选出60余座幸福城市，全国约9
亿多人次参与调查，300余家媒体进行报道，使“城市幸
福感”概念深入人心。本次论坛由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
与瞭望智库共同主办。论坛期间，主办方发布了《2018中
国城市幸福感调查报告》，并举行了主旨发言、主题对话
等系列活动。

与长沙一同获得2018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的还有成
都、宁波、杭州、西安、南京、广州、台州、铜川、珠海。活动同
时发布了2018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县级)，湖南长沙县、江
苏太仓、浙江余姚、浙江普陀、浙江慈溪、浙江义乌、江苏昆
山、江苏江阴、江苏张家港、山东荣成获此殊荣。

中方县打造“家门口”
的便民服务圈

湖南日报11月26日讯（通讯员 关淇之）11月24日上
午，中方县铁坡镇活水村的种植户围坐在文化活动室里，
认真收看种植技术讲解视频；隔壁医务室内，村里的大爷
大妈们排着队测量血压；前坪广场上，爱运动的妇女正在
欢快地舞蹈……

去年来，中方县先后投入1亿多元，新建或改造了全
县130个村级综合服务平台，全力打造村民“家门口”的
便民服务圈。 每个服务平台按照标准统一规划设计和功
能布局，在突出党务、村务、跑腿代办、医疗等综合服务平
台建设主体的同时，通过整合农资、邮政、移动、电信、电
子商务等资源进驻, 为当地村民提供日用消费品以及农
业生产资料供应、农产品销售、小额支付取款等服务；还
因地制宜配套建设文化广场、宣传文化墙、百姓舞台、篮
球场等设施。同时，严格实行村干部坐班制度、村级卫生
室24小时门诊工作制等系列管理制度，确保村级综合服
务平台每天有人办事，有人管事，运转有效，群众满意。

中方县还依托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建立“新时代党员
群众教育讲习所”，定期举办专题培训、聘请专家和致富
能人现场辅导，宣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开展农村实用
技术和市场信息培训。目前，全县成立脱贫攻坚产业合作
社130个，实施产业扶贫项目51个，发展蛋鸡、花猪、山
羊、 蛇等特色养殖扶贫基地187个， 带动全县1.23万户
4.35万贫困人口年增收1.23亿元。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伍交才 陈志林

“我家种7亩金银花， 一年赚5万多
元，稳稳脱了贫。”11月25日，溆浦县葛竹
坪镇山背村贫困村民胡信习谈起脱贫的
过程， 满怀深情地说，“这要感谢村里金
银花种植大户胡其松。”

胡其松以前喜欢打点小牌， 游手好
闲，一家人日子过得紧巴巴的。2014年被
评为贫困户后，他感到脸上无光，又一脸
无奈。

“贫不足耻，可耻的是贫而无志。”村

党支部书记、 结对帮扶责任人唐世敦上
门找胡其松促膝谈心， 指出要想真正脱
贫，当务之急是要树立信心，摒弃陋习。
听了唐世敦一席话， 胡其松下定决心戒
赌戒懒，靠自己的双手打拼。

知耻而后勇。 胡其松主动邀请镇村
干部来家里商量脱贫对策， 制定发展计
划。 大家分析山背村地理气候、 种植传
统、周边产业等，认为种金银花是条不错
的脱贫路子。

到周边考察金银花产业项目、 上怀
化职院学习金银花种植技术后， 胡其松
争取到5万元扶贫贴息贷款。2015年底，

他把自己的责任田土以及流转的7亩土
地全部种上金银花，共种了20亩，并筹资
办起了金银花加工厂。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6年，胡其松靠
种植及加工金银花，获毛收入30多万元，
一举脱贫致富。

看着胡其松种植加工金银花脱了
贫，村民们纷纷向他取经。胡其松把种植
技术毫无保留地教给大家，并发动5户贫
困户成立溆齐松中药材专业种植合作
社。今年，合作社共种金银花100余亩，户
均增收5万元，5户贫困户26人可稳定脱
贫。

在胡其松帮助和带动下， 如今山背
村金银花种植面积达1500多亩。 胡其松
创办的加工厂解决了本村金银花销售难
题，还安排就业8人，让8个贫困家庭实现
脱贫。“一家富了不算富， 大家富了才算
富。”胡其松感慨地说。

桂东廉情监督员覆盖到村
湖南日报11月26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谭智

莉）“方大姐，上次你家的产业奖补资金到账了吧？”“郭大
伯，今年的低保金每个月是260元，你领到的是不是这个
数？”11月25日，在桂东县寨前镇牛江村村部旁，大学生
村官、廉情监督员邓微华正在和村民们一起聊天，收集民
生诉求及挖掘问题线索。

今年以来， 桂东县纪委监委积极探索监察职能向村
（社区）延伸的有效途径，不仅积极发挥村级纪检员的作
用，同时，还给每村配备廉情监督员，不断加强对基层的

“预警”，织密立体监督网，实现对村（社区）全体党员和监
察对象的监督全覆盖。

据悉，该县廉情监督员以不超过65岁的退休老干部、
人大代表、党代表、村支部原成员、大学生村官、普通群众
为主，重点监督乡（镇）、村（社区）相关工作是否及时落实
到位，是否慢作为、不作为，是否推诿扯皮，是否态度恶
劣；有关事项的程序是否合法、手续是否完备、决策是否
民主；乡（镇）、村（社区）干部是否存在优亲厚友、显失公
平、打击报复的情况等。

据了解，截至目前，该县基层廉情监督员共收集到有
价值意见建议160多条， 开展村一级监督检查120多次；
参与政策宣传180多次，化解各类矛盾纠纷35起。

湖南日报11月26日讯(见习记者 成
俊峰 通讯员 郭华 邓明宇)“以前路没修
通，家里的农产品运不出来，在家门口又
卖不上价。现在路修通了，10分钟就能到
集市。”11月26日， 常宁市柏坊镇新建村
村民曾志一早就来到集市卖鱼， 一天挣
了483元，获得感油然而生。这是常宁市
打通“脱贫路”最后一公里的缩影。

“要想富，先修路”。自2014年常宁市
村级公路实现基本贯通以来， 为让贫困
村民更早实现脱贫致富，近年来，常宁市
委、 市政府把修建贫困村组道路作为脱
贫攻坚工作重点， 着力推进村与村之间
“断头路”联通、村级公路提质改造等计
划。

为解决各村因地处偏远、 地形复杂

导致的路基形成难、筹资难度大等问题，
该市还组织交通旅游局、 财政局等部门
配合各乡镇、村组集结施工队伍“全面勘
测、合理规划、加速施工、保质保量”完成
道路施工，确保修建资金及时足额到位。

据统计，今年来，常宁市安排了1000
万元扶贫修路专项资金， 并多方筹措整
合了1500万元资金专项用于扶贫修路。
截至10月底， 该市已修通硬化道路52公
里，预计年底可完成100公里的贫困村组
道路硬化任务。

宁乡成立新型
职业农民联合会
湖南日报11月26日讯（李曼斯

张进良 ）今天，宁乡市召开首届乡
村振兴人才工作暨新型职业农民
联合会成立大会。

目前，宁乡市共培育培训各类
新型职业农民10000余人。 此次成
立的新型职业农民联合会，将在成
员与政府之间搭起沟通的桥梁，为
全市新型职业农民提供创业发展
指导服务，实现职业农民间的共赢
发展。

据了解，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
作自2013年在宁乡市开始试点。
2014年，宁乡被列为全国新型职业
农民培育示范县(市、区)。

永州消防员
8米深井救人
湖南日报11月26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杨艳朋 徐涛 李
斌 ）“谢谢消防叔叔救了我。”11月
26日，在江永县人民医院，已无大
碍的小钢（化名）激动地说。

11月25日18时22分，永州消防
支队江永县消防大队接到报警：该
县潇浦镇一名男孩玩耍时不慎掉入
8米多深的机井，请求救援。江永县
消防大队7名指战员迅速赶到现场，
发现被困者是一名11岁男孩，体型
偏胖，被困井下已近一个小时，腿部
受伤无法动弹。 消防指挥员利用消
防挂钩梯、安全绳、安全腰带将一名
消防战士降到井底。 救援人员下至
井底后，给男孩系上安全腰带，自己
在下方托举男孩， 通知井上的消防
官兵拉动安全绳。18时43分， 男孩
被成功救出。

桃江委托第三方
检查评估农村危改

湖南日报11月26日讯 (通讯员
黄芬 王艳 记者 龚柏威)记者今天
从桃江县有关部门获悉， 该县对全
县农村危房改造工作进行“回头
看”，目前已立案10起，提醒、诫勉谈
话207人。

今年9月，桃江县委托第三方机
构对2016年以来已进行和已申报的
8551户农户危房改造情况进行检查
评估，发现存在面积超标、建设超豪
华、资金被截留挪用等6个方面的问
题，涉及215个村(社区)。县纪委监委
进一步调查， 初步核实1413户危房
改造问题较轻微，304户问题严重，
随即对相关责任人启动问责程序。

� � � �过去由政府扶持脱贫，如今帮助别人脱贫，贫困户
胡其松成了脱贫致富带头人———

“大家富了才算富”

老百姓的故事

常宁打通“脱贫路”最后一公里

湖南日报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袁宏卫 张湘辉

初冬时节， 走在张家界广袤农村，随
处可见驻村干部忙碌的身影：有的千方百
计帮助村里引进项目，有的俯下身子带领
村民发展产业，有的东奔西走协助百姓销
售农产品……他们用拼搏与奉献推动脱
贫攻坚，让一个个贫困村旧貌换新颜。

“派最善战的人去打最硬的仗。”张家
界市委书记虢正贵坚定地说，“我们将脱
贫攻坚的‘主战场’变成检验干部能力的
‘大考场’，围绕‘选优、训强、严管、激活、
减负’10字方针，把‘擅长打硬仗’‘敢啃
硬骨头’的干部选派到贫困村去，确保脱
贫目标如期实现。”

选优配强， 打造驻村帮扶
“主力军”

一栋栋吊脚楼掩映在绿水青山间，一
拨拨游客进村享受生态时光……11月24
日， 在张家界市永定区四都坪乡牧笛溪
村，记者看到一幅欣欣向荣的画面。

“村庄变化，脱胎换骨。”村党支部书
记符元武自豪地说，这些变化缘于市委宣
传部驻村帮扶工作队倾力帮扶，让乡村旅
游成为带动集体经济增收和村民脱贫致
富的特色产业。

像市委宣传部驻村帮扶工作队一样，
张家界市委、 市政府按照党群部门帮弱
村、经济部门帮穷村、政法部门帮乱村、科
技部门帮产业滞后村的原则，把政治素质
好、工作水平高、开拓意识强的优秀后备
干部选出来、派下去，共选派村级党组织
第一书记358名、驻村干部1195名。

同时，围绕“怎么帮、如何扶”，采取集中
培训、外出考察、示范带动等方式，提升驻村
干部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能力， 仅去年就
举办驻村干部培训班23期， 培训3000余人
次，打造了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
务实、工作出色”的驻村帮扶“主力军”。

“将梭子丘村打造成文化扶贫的一张
名片”， 是市委组织部驻村帮扶工作队的
目标。队长陈叶峰在基础设施建设、旅游
宣传推广等方面亲力亲为，重塑白族风情
街，策划“民歌王”系列活动，被村民誉为

“文化队长”。

严管厚爱， 当好困难群众
“贴心人”

“打造百寿富硒香米品牌，建立百寿
开心农场，凝结着谢书记的心血。”慈利县
零溪镇百寿村村民聊起驻村帮扶干部、村
党支部第一书记谢晚琴，无不心怀感激。

谢晚琴是张家界市总工会女工宣教部
部长。到村后，她卷起裤脚，在田间了解水稻

生长情况；在乡村调研农耕文化旅游……很
快就和村民混熟了，成了群众的“贴心人”。

为确保驻村干部用心、用情、用力做
好帮扶工作，张家界市出台驻村帮扶工作
队管理办法和驻村帮扶干部行为规范，把
考核结果作为评优表彰和提拔使用的重
要依据。对工作不认真、不负责、造成不良
后果的驻村干部及时调整和处理。 去年，
全市共调整驻村干部121名，对督查和考
核发现的问题建立清单，330多个问题完
成整改销号。

“严管孕育厚爱，厚爱体现严管”。据
不完全统计，两年来，全市驻村干部共走访
建档立卡贫困户逾30万户次，帮助贫困村
设立“党员群众讲习所”358个，组织开展政
策宣讲3000余场次， 培训群众60万余人
次，为群众解决生产生活难题15万余个，争
取项目400余个， 贫困村年均投入各种资
金100万元以上， 帮助创建特色产业基地
500余个。因驻村帮扶工作成效突出，共有
123名驻村干部得到提拔重用。

强基固本， 留下永不撤走
“工作队”

“把贫困村党支部建成坚如磐石的
堡垒，把贫困村党员干部塑造成先锋模
范，让党徽闪耀，让党旗飘扬。”张家界
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艾可知一语

道出驻村帮扶工作队的主责主业。
市中级人民法院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

李永祥刚进驻桑植县前村坪村时， 便遭遇
一件“烦心事”：村集体组织修路，几块石头
滚落在村民杨春清的稻田里， 没来得及清
除，杨春清追着村干部大骂一个多小时。

“党群干群关系非常紧张！”对刚入村
时的困难，李永祥历历在目。李永祥以村
支两委换届为契机， 配齐选优村级班子，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奠定基础。

在桑植县合群村，市住建局驻村帮扶
工作队推出“党支部+合作社+贫困户”联
建模式，成立产业党支部，第一年村集体
经济收入就达到5万元， 带动贫困户人均
增收2000元。

“留下了一支永不撤走的工作队。”几
年来，一支结构更优、素质更高、能力更
强、 活力更足的村级党组织队伍已建成。
目前，全市贫困村党组织书记平均年龄比
上届下降3.04岁， 大专以上学历提高到
25%， 共将1147名致富能手培养成党员、
1371名党员培养成致富能手。 广大党员
干部正奋战在脱贫攻坚最前沿，发挥着中
流砥柱、先锋模范作用。

派最善战的人去打最硬的仗
———张家界市选派驻村工作队开展脱贫攻坚综述

新闻集装

11月26日，长沙青竹湖湘一外国语学校，师生在观看热气球和动力伞飞行表演。当天，该校举
办第六届校园科技节，培养学生细心观察、勤于思考、大胆想象、勇于求证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
力，营造浓郁的科学氛围，激发学生从小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兴趣。 韩庆 向往 摄影报道

科学让梦想飞翔

永州全面叫停
违规征订教辅材料

本年度征订额比往期减少2亿多元
湖南日报11月26日讯(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陈卓韬

李艳辉)“双牌县尚仁里学校违规征订教辅材料专项整治
开展不力，该校校长盘建涛受到免职处理，其他相关责任
人受到诫勉谈话或批评教育处理。”日前，永州市中小学
违规征订教辅材料问题专项整治办公室，通报4起损害学
生利益典型问题。

去年以来， 永州市开展中小学违规征订教辅材料问
题专项整治，制定教辅征订“限年级、限学科、限范围、限
数量、限总额”的5项原则。通过加强宣传教育、设立专项
举报信箱、公开签字承诺、开展民意调查、建立通报制度
等具体措施， 将包含教辅材料征订政策的教育扶贫惠民
及减负政策明白卡，发放到每位学生手中，有力惩治和预
防以教谋私行为。按照“涉事校长一律按组织程序先免职
后查处， 一律追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主体责任和纪检
监察机关的监督责任，一律通报曝光”的“三个一律”原
则，查处了一批违规征订教辅问题，共计立案57件，组织
处理67人，2017－2018学年度教辅征订额比往期减少
20831.04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