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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 � � �湖南日报1月7日讯 （记者 徐亚平 见
习记者 吴广 通讯员 吉平 刘全）1月4日，
岳阳市君山区钱粮湖镇银杯社区10名党
员志愿者冒着严寒， 来到东洞庭湖自然保
护区采桑湖区域的滩涂、 堤岸清理白色垃
圾。 君山区1万多名党员自觉守护湿地，已
成为当地推进生态环境整治的核心力量。

近年来， 君山区把生态保护融入经济

社会发展中。出台《君山区长江经济带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行动方案》，以“河长制”为载
体构建长效监管机制、生态绩效考核机制，
把城乡环境综合整治、 爱卫创建等“生态
账”作为党员干部任用的参考依据。目前，
该区共整改环保问题115个，环境空气质量
综合指数改善为4.09， 东洞庭湖君山断面
水质达标率91.6%， 长江长沟子县级集中

式饮用水水质达标率为100%。
君山区组织区级领导及区直单位对全

区67个村（渔场、管理站）、22个社区、30家
企业、30所学校， 就环保工作进行联点指
导，开展“先锋护碧水、共促大保护”等活动
300多场次。党员、乡贤深入乡镇、村（社
区）推进“五老微宣讲”“道德大讲堂”“送戏
下乡”等活动，开展“树新风、除陋习”活动

500余场次， 文明环保理念深入寻常百姓
家。红白喜事从简了，烟花爆竹不放了，文
明新村扮靓了……种种变化， 是君山区推
进生态环境整治的生动注脚。

该区还推行“党建+环保”, 做好“生态
账”。全区下派33名党员干部到村（社区）担任
第一书记，指导群众创办合作社、协会、基地，
发展生态产业。

� � � � 湖南日报1月7日讯 （通讯员 李富生
尹振亮 记者 颜石敦）“我们严格落实县委
巡察办巡察建议， 已将76名编外临聘人员
全部清退到位， 每年可为单位节约开支
400多万元。”1月初，嘉禾县矿产品税费征
收管理办负责人告诉记者。据了解，这是该
县聚力化解政府债务风险的一个缩影。

嘉禾县委巡察办在巡察时发现， 部分
机关事业单位不按规定随意聘用编外人
员， 既增加政府债务， 又导致单位不堪重

负，群众意见很大。为扭转这种状况，该县
先后出台《嘉禾县机关事业单位编外人员
清理清退工作方案》《嘉禾县机关事业单位
辅助人员管理办法(暂行)》等文件。县委巡
察办对各单位编外临聘人员进行“地毯式”
清查，对没有取得编制、超出单位工作需要
的人员予以全面清退。 全县共清退编外临
聘人员2028人，每年可为县财政节省1100
多万元。

与此同时，该县自2017年9月以来先

后对机关单位财务资金、 事业单位绩效
工资、各级工会财务收支等进行检查，严
格规范财政资金使用程序， 控制各项不
合理支出。 县纪委监委和县委巡察办对
各单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四风”
变种、 以公款支付的应由个人负担的费
用等进行全面清查。截至2018年12月底，
全县清退各项不合理开支1800余万元，
减轻了财政负担。

该县还采取租赁、承包等方式，把腾退

的430间办公用房改办为民营学校、 民营
医院、个体商行。此举不但有效化解了大班
额、改善了医疗服务条件，每年还可为财政
创收500万元以上。

“2018年岳阳市
经济社会10件大事”出炉

湖南日报1月7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屈
艳）今天，岳阳市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2018年岳阳
市经济社会10件大事。“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岳阳，殷
殷嘱托‘守护好一江碧水’”居2018年岳阳市经济社
会10件大事之首。

其他9件大事分别是： 岳阳被确定为大城市；2
个投资过百亿的己内酰胺搬迁扩能延链和新金宝
喷墨打印机项目落户岳阳； 三荷机场正式通航；城
陵矶新港二期竣工， 集装箱吞吐量突破50万标箱；
湘北大道、岳望高速胜利通车；长江岸线码头整治
和东风湖治理取得明显成效；全市所有贫困村全部
出列，6.06万人成功脱贫；农村“空心房”整治推动农
民集中建房被评为全国“改革开放40年地方改革创
新40案例”；湖南理工学院晋升为一本。

长沙市政协委员
围绕民生积极履职
湖南日报1月7日讯 （见习记者 陈新 通讯员

唐朝阳）记者今天从政协长沙市十二届三次会议上
了解到，该市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以来，共提交提
案515件，经审查立案464件，目前已全部办复。

政协长沙市十二届二次会议以来，长沙市政协
委员和各专门委员会，围绕经济、政治、文化、社会、
生态文明等重大问题和热点民生问题，通过提案积
极履职。

针对打造空铁经济示范区、 规划建设南部新
城、发展马栏山中国视谷的提案，引起长沙市委、市
政府高度重视， 将其纳入全市六大重点建设片区、
注重规划引导和管控，出台产业扶持政策，加大产
业对接力度，推进产城融合发展。

委员调研发现，随着私家车不断增长，城市停车难
问题日益凸显。委员们提出了盘活停车场车位存量，缓
解停车难的提案， 长沙市交通投资集团推进“湘行天
下”APP上线运营，830个停车场接入智能管理停车系
统平台，覆盖90%核心城区，总车位达34.1万。

针对长沙政协委员保障居民饮用水安全的提
案，长沙市环保局开展突击、专项及重点巡查，对湘
江长沙段水质进行实时和远程监控，提高了长沙饮
用水风险预警能力。

郴州市人大
强化预算联网监督
湖南日报1月7日讯 （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范

柏霞）1月7日，郴州市人大常委会预算联网监督室，
工作人员鼠标轻轻一点，所有预算单位每笔财政资
金的来源、金额、用途、去向一目了然。 工作人员说，
如果预算单位支出进度慢，系统还会自动预警。

为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效益，2018年初，郴州
市人大在全省率先利用大数据技术开展预算联网监
督，充分打通与政府预算之间的数据壁垒。 2018年12
月，郴州市人大预算联网监督系统正式上线运行。系统
包括决算审查、预算执行监督、重点监督、国资监督、审
计整改监督、代表服务等10个模块，具有查询、分析、预
警、服务功能，涵盖政府全口径“四本账”和市本级82个
预算部门227个预算单位的预算信息。

通过预算联网监督系统，郴州市人大预算监督
实现从线下报表、报告审查向线上线下审查相结合
转变， 从静态阶段性监督向动态全过程监督转变，
从事前、事后监督向事前、事中、事后全方位监督转
变，督促政府管好、用好纳税人的每一分钱。

� � � �湖南日报1月7日讯 （记者 蒋睿 通讯
员 冉春雷）“接到有关部门的通知，我们才
知道还有保证金没退， 真是太感谢了!”日
前， 韶山市开元投资有限公司账上收到了
退还的10万元投标保证金及利息， 该公司
负责人杨晴表示， 到年底了公司资金勉强
在周转，这笔退款真是“及时雨”。

全力清退交易保证金是湘潭市深入推

进公共资源交易领域“放管服”改革要求的
举措之一。2018年8月， 湘潭市纪委监委驻
发改委纪检组对该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
日常账务审核的过程中， 发现保证金账户
上滞留了额度不少的交易保证金。 经过一
个半月的清查，查明共有未退还保证金752
笔，合计11120.18万元，应退未退（转）投标
保证金共451笔，合计8314.49万元。

为保证每一笔清退款及时准确到位，
湘潭市立即成立保证金清退领导小组，对
未退还保证金款项建立台账， 第一时间在
该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发布清退公告，并
通过电话、 短信等形式联系相关项目的代
理机构、业主单位和投标人。同时，该市纪
委监委实行一周一调度， 派驻专人及时跟
踪清退工作进展情况， 对在清退工作中弄
虚作假、徇私舞弊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追责。
截至去年12月底， 该市已完成清退范围内
退（转）手续437笔，共计8138.89万元，完成
应退（转）金额97.89%。

长沙县每天新生
65户市场主体
湖南日报1月7日讯 （通讯员 陈妙琼 记者

李治）近日，长沙县居民陈立洲打开家中电脑，登
录湖南省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业务系统，完善相
关资料，在手机APP上签字确认，半小时后，他收
到了电子营业执照，轻松实现“老板梦”。

截至去年底， 长沙县登记各类市场主体总
数约11.52万户，比2017年底增加了23690户，平
均每天有65户市场主体产生。 在这11万余户商
事主体中，属批发和零售业的近5万户。

目前，长沙县市场主体已连续5年增幅超过
25％，总量及增速居长望浏宁4县市区第一。

去年8月， 长沙县承诺企业开办2个工作日
内完成，这一速度全省领先。当年9月，速度再次
刷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批准长沙县为

“企业开办全程网上办”改革试点单位，全程“信
息跑腿”，最快半小时就能完成企业开办。

沅陵万余贫困学子
受益乡村教育基金
湖南日报1月7日讯（见习记者 李夏涛 通讯

员 邓永松）1月6日，对沅陵县北溶乡落坪九校的
师生来说，是喜庆的一天。当天,该校部分校友从
四面八方赶回， 发起成立圆梦教育奖励基金，首
笔捐款20多万元，用于助教助学。

参与捐款的校友谢叶松深知读书受教的重
要。他表示，当年家穷，每周就着两瓶酸菜下饭，
初中毕业后就南下打工创业，吃了不少没文化的
亏，“不希望今天母校的孩子再走老路，创办家乡
教育奖励基金，我举双手赞成并全力支持。”

2018年， 该县提出有条件镇村率先创办教
育奖扶、医疗求助两个基金，助学济困，得到广泛
响应。全县爱心人士以乡情为纽带，以校友圈、乡
友圈、创业协会等为平台。截至目前，该县新增乡
村教育基金10多个， 筹资500多万元，20多所学
校、1万多名贫困学生受益。

� � � � 湖南日报1月7日讯 （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田贵学 张爱华）“真想不到张家
界人这么热心，太感谢你们了。”1月7日，
张家界市永定区救助站张林军和同事终
于从贵阳火车站踏上返程的路。 贵州省
黔西县甘棠镇大营村在外流浪10多年的
樊章俊被他们安全护送回家， 让当地人
感动不已。

1月4日下午， 永定区救助站接到沅
古坪镇政府工作人员的求助电话称，在
沅古坪有一名腿有明显外伤的流浪人员

需要立即救助。随后，永定区救助站工作
人员赶往现场， 对流浪人员伤口进行包
扎，发现他衣衫褴褛，满身污垢，散发出
阵阵恶臭。工作人员给他洗澡、洗头，换
上全套的新衣服。后来，通过救助站工作
人员的沟通询问，得知他叫樊章俊，贵州
黔西人。

通过这一线索， 永定区救助站马上
与贵州省黔西县救助站取得联系。 黔西
县救助站通过户籍反复比对， 最终确认
这名流浪人员是黔西县甘棠镇大营村大

冲组人樊章俊，已经离家10多年了，家里
还有两个哥哥。摸清情况后，永定区救助
站第一时间向上汇报情况， 区有关部门
负责人鉴于流浪人员伤口未愈， 路途遥
远，行走不方便也不安全，要求救助站护
送樊章俊回家。1月5日，永定区救助站办
妥一切手续后，于8时59分搀扶着受伤的
樊章俊踏上回乡的列车。

据了解， 为切实做好寒冬季节特别
是元旦、春节期间街头生活无着落流浪、
乞讨人员的救助保障工作，张家界市、区
两级民政救助部门加大对城区主要路
段、火车站、汽车站、涵洞等流浪、乞讨人
员聚集场所的巡视工作。 对于发现的流
浪、乞讨人员，第一时间安排人员赶赴现
场核实情况，跟踪到底，救助到底。

怀化举行第二届
网络文化节

湖南日报1月7日讯（见习记者 李夏涛）1月4日
晚，怀化市第二届网络文化节开幕。 开幕式上，举办
了“甜甜的怀化·唱起来”演唱会，本土传统戏曲傩
戏、目连戏、辰河高腔、木偶戏、花灯戏、阳戏、侗戏
等节目精彩上演。

这届节会以“网聚新能量、宣传新怀化”为主题，将
持续至今年4月。除开幕式外，还将举办“甜甜的怀化·飞
起来”———湖南省无人机航拍竞技大赛、“甜甜的怀化·
赞起来”———怀化市网络原创视听作品大赛、“甜甜的
怀化·走起来”———网媒人带您玩转怀化等活动。

新田500贫困学生受资助
湖南日报1月7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

员 刘贵雄）1月5日， 中国光大集团资助新田
县500名建档立卡贫困学生发放仪式， 在该
县龙泉镇石甑源村活动中心举行，42名贫困
生获得600元至1000元不等的助学金。

2016年以来，光大集团每年对新田县
的建档立卡贫困学生进行资助。今年，该集
团再次“一对一”结对资助该县500名贫困
学生，募捐资金达39.08万元。到目前，光大
集团累计资助新田县贫困生150.08万元。

安化破获一起
骗取医保资金案

湖南日报1月7日讯 (通讯员 陈尚彪
记者 杨军)近日，安化县破获一起骗取医
保资金案，涉嫌诈骗的黄某某、许某某被
依法予以逮捕。

2018年11月下旬，安化县公安局经侦大
队接到线索，该县一家眼科医院相关人员涉
嫌骗取医保资金，民警立即跟踪追击。经侦
查，犯罪嫌疑人黄某某、许某某为增加医院
收入，从2016年至2018年9月，采取虚增手术
项目、虚假住院、增加住院天数等方式，先后
骗取医保资金8万余元。

目前，案件在进一步侦办中。 湖南日报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陈健林

“我们把香芋拉到工厂进行分拣粗加
工，运到东莞、深圳，然后配送到香港及东
南亚。”1月7日， 江永县夏层铺镇夏层铺村
农民李利武， 组织30多名工人在千家峒瑶
族乡凤岩山村供港澳蔬菜基地采挖香芋，
一车车香芋被运往位于工业园的广发蔬菜
加工厂进行加工、分拣、包装。

今年40岁的李利武从事蔬菜销售16
年，每天将收购的蔬菜分门别类，清洗、刨
皮、切片、精包装，通过质量安全检测和检
验检疫检测后，装上运往香港的专用货车，
源源不断地销售到香港和国外。

2002年，中专毕业后，李利武瞄准本
地丰富的蔬菜资源，开始收购本地蔬菜，销
售到广东东莞农产品批发市场。经过8年拓
展，业务发展到年销售蔬菜2000吨。

之后，李利武开始从事出口贸易，先后
在深圳、 东莞和香港成立3家出口贸易公
司，把香芋、香姜等香型蔬菜，销往香港地
区及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国，每年出口
蔬菜6000多吨，出口创汇4000多万美元。

江永土壤硒含量远远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硒含量超过每公斤0.54毫克，是国
际公布的正常临界值每公斤0.1毫克的5
倍多，最高含量达每公斤0.75毫克，出产
的农产品具有浓郁的芳香味， 深受消费

者青睐。目前，江永已建成香芋、香姜、夏
橙标准化生产基地26个，面积11万亩，其
中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备案的出境水
果、蔬菜基地20个，面积4.5万亩。

“江永富硒蔬菜，重金属含量低，受到
了越来越多的海外消费者喜爱。” 李利武
说，目前，江永出口香港的蔬菜占全省30%
的份额，出境蔬菜占全省45%左右。

“供港蔬菜从种植方式、水土的质量
情况到周围的空气都要层层把关。 按照
国家相关规定， 供港蔬菜的种植基地每
年都要检验水土情况。” 李利武在经销家
乡农产品的同时，还在上江圩、夏层铺、千
家峒等地建高标准供港原料基地6个，面积
达3000多亩，全部实施“公司+基地+标准
化”生产管理模式。

为带动老百姓发家致富，去年，李利武
成立广发蔬菜合作社，培训核心示范户400
户，对种子、农药、化肥的使用以及采收、包
装、运输等各个环节，实行全过程监管，辐
射带动3000多户发展有机蔬菜2万多亩。

东洞庭湖君山断面水质达标率91.6%

君山区整改环保问题115个

减员节支 盘活资产

嘉禾县聚力化解债务风险

新闻集装

湘潭全力清退交易保证金
4个月清退8000多万元

流浪他乡十余载，千里护送返家园

“真想不到张家界人这么热心”

老百姓的故事
� � � �江永农民李利武把富硒蔬菜运出大山，远销香港及
东南亚等地，成为远近闻名的“蔬菜哥”———

让富硒蔬菜漂洋过海

返乡创业
前景好
1月7日，道县

蚣坝镇长江圩村，
村民胡军华在蛋鸡
养殖场捡蛋。 六年
前， 在外打工的胡
军华回到家乡创办
勤农蛋鸡养殖场。
目前年销售收入约
300万元。 近年来，
道县不断加强扶植
力度， 越来越多的
外出务工人员返乡
创业。

何红福 黄新成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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