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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 � � �湖南日报1月28日讯（记者 宁奎
通讯员 杨兴平 梁猛 李启明）“帮扶
之恩重如山，脱贫责任记在心。 ”1月
28日， 桑植县马合口白族乡梭子丘
村村民谷安华， 特意从集市上找人
写下这副春联，准备贴到堂屋门口，
横批是“感谢党恩”。 两年前，在村支
两委党员干部的帮扶下， 谷安华通
过开办农家乐参与乡村旅游接待，
顺利脱贫。

党的建设如何引领脱贫攻坚？
近年来， 张家界市坚持把党建“主
业”与脱贫攻坚“主责”融合统一，把
组织资源、干部资源、人才资源等向
脱贫攻坚一线倾斜， 建强贫困村党
组织，打造脱贫攻坚“桥头堡”，推动
广大党员干部在脱贫攻坚战场争先

锋、创佳绩。
发展能力不足、发展资源缺乏、

发展思路有限， 是贫困村基层组织
的“通病”。 在进行贫困村支部建设
时， 张家界市各级组织部门以村支
两委换届为契机， 选优配强村支两
委班子，广泛动员“双带”能力强的
农村优秀人才、 大学生村官和经验
丰富的离退休老干部等乡贤群体参
加村支两委换届竞选， 优化年龄结
构和知识结构，并统一按照标准，落
实村党组织书记基本报酬。

张家界还摸排确定62
个软弱涣散的贫困村党组
织，调整不合格村党组织书
记25人；开展“村霸”专项整
治， 共排查出违纪违法村

（社区）干部256名，清除基层党组织
内部“毒瘤”；对10名不胜任现职的
乡镇党政正职进行了调整。

同时，按照“尽锐出战”要求，张家
界坚持“选优、训强、严管、激活、减负”
方针，着重在脱贫攻坚一线培养锻炼、
发现使用干部， 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助
力基层党建、聚焦脱贫攻坚。 2018年，
1195名驻村党员干部在358个贫困村
奋发有为， 全市实现6.47万贫困人口
脱贫，180个贫困村脱贫出列，永定区、
慈利县脱贫摘帽正在验收。

� � � � 湖南日报1月28日讯（记者 谢璐）
“过两天是党员胡某爱孙满月，胡某
已向部分村民发出邀请， 可能会出
现大操大办的情况。 ”1月下旬，长沙
市望城区白沙洲街道廉情信息预警
平台的“小红灯”闪烁起来。 廉情就
是命令， 该街道迅速派出相关人员
登门做工作， 将一个即将产生的廉
政问题消除在萌芽状态。

这是望城区创新执纪监督方式，
变“事后查”到“事前防”的一个缩影。
实际上，该区以党小组为依托，将全区
划分为804个监督网格， 每个网格配
备1名网格长、2名网格员，同时在804
个党小组长家中建立廉情信息点，设
置村务公示栏和廉情信箱，形成“点监

测、村收集、街道管理、区备案”四级联
动的廉情监督机制。

在此基础上， 望城区14个镇
（街）因地制宜，量身打造出“一乡一
品”监督新模式。 白沙洲街道开发了
廉情信息预警APP，29名信息专员
行走在田间地头听民情、集民意，遇
到问题随时打开APP，填写“反映对
象”“反映内容”“处置意见”等，发送
至街道党工委书记、纪工委书记。 随
后 ,有人直接派单给村（社区）负责
人、纪检组长等核实解决。 白箬铺镇
在镇微信公众号增设“纪律白箬”栏
目，将辖区内所有网格囊括进来，根
据中央政策与村社发展实情， 随时
向网格监督员派发监督任务， 监督

员执行完毕后再通过语音、 照片等
方式提交“作业”。

与此同时， 望城区建立作风建
设“1+N”专项督查机制，每月确定1
个主题进行重点督查， 附带检查其
他N项作风建设相关事项，采取“不
打招呼、不发通知、不听汇报、不要
陪同”的方式，直奔被监督单位，发
现问题苗头则发放作风建设“提醒
函”，督促整改。

自去年9月督查启动以来，已有
区市政局、 食药质监局等13家单位
“一把手”收到“提醒函”，各单位也
在第一时间启动整改。 据统计，2018
年以来， 望城区监督执纪已处理
1546人次，收到了良好的警示效果。

株洲有效整治黑臭水体
湖南日报1月28日讯（李永亮 袁思师）暖阳底下一

池碧水， 岸边绿意盎然， 市民徜徉其旁……这是1月27
日，记者在株洲市芦淞区曹塘坝巷翠塘见到的场景。一年
前，这个城中小湖还是一处黑臭水体，经过整治，目前水
质达到V类标准，告别了黑臭。

“整治黑臭水体，是提升城市品质的迫切需要。”株洲
市委书记毛腾飞说， 按照中央关于水污染防治的有关规
定，株洲市将力争在2020年基本消灭城区黑臭水体。

据了解， 株洲市治理城市黑臭水体的重点是“一江八
港”，即湘江株洲段以及流经株洲市城区的霞湾港、白石港、
建宁港、枫溪港、万丰港、韶溪港、陈埠港、凿石港等内河水
系。 早在2010年，株洲对湘江河西段进行综合治理，对17个
排污口全部进行改造， 解决了河西城区污水直排湘江的问
题。 2014年，湘江河东段排污口截污工程实施，又斩断了9
条直排湘江的“黑龙”。 枫溪港、白石港、建宁港沿线排污口
截污整治工作也在持续进行。 2018年，白石港沿线排污口
完成截污整治42个。 沿“一江八港”污水主干管网新建工程
在抓紧施工，按计划将在2019年全面完工。

自治州开展
减税降费专项整治
2930万元税、费款退还企业
湖南日报1月28日讯（记者 陈昊 通讯员 肖彬华）1月

25日，湖南宸睿通信公司负责人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税务局负责人手中接过311万元的减税款， 连说这是企业
收到最好的新年礼物。 当天，自治州召开减税降费退还大
会，现场为8家在该州投资发展的企业退还税、费款项共计
2930万元，该州开展减税降费专项整治成效初显。

州纪委监委及时启动全州减税降费专项整治行
动， 责令政府各职能部门对近年来减税降费政策执行
情况进行全面梳理和自查自纠。 经过10多天的集中整
治，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州税务局通过自查自清，给3
家公司清退税收2679万元。 吉首市通过自查自清，发
现市渣土办两年来向需要清运建筑垃圾和装修垃圾的
单位和个人，共收取城区生活垃圾处理费251万元，但
是只收费却不提供垃圾的收集、运输、处理等服务。 对
此，吉首市一次性将251万元退还给相关企业。 龙山县
纪委监委在办案中发现规划部门存在超标准收费、选
择性收费、只收费不服务等问题，目前还在调查之中。

安化跻身茶叶品牌
全国十强县（市）

去年黑茶综合产值达180亿元
湖南日报1月28日讯（通讯员 陈尚彪 记者 杨军）记

者今日从安化县茶业协会获悉，2018年安化黑茶产业
取得突破性发展，全年完成茶叶加工8.2万吨，实现综
合产值180亿元、税收3亿元。 在2018年底举行的第十
四届中国茶业经济年会上，安化县被评为2018中国茶
叶品牌影响力全国十强县(市)之一，在2018中国茶叶
百强县综合排名中居第四。

安化县现有茶园35万亩。 近几年来，该县立足当
地资源禀赋， 将安化黑茶作为县域经济支柱产业和脱
贫攻坚重要产业来抓， 成为我省实现千亿湘茶战略目
标的重要力量。安化县还实施茶产业扶贫项目27个，其
他涉茶项目60多个。 目前，全县茶产业从业人员近36
万人，全县15万贫困人口中因茶脱贫者达到9.4万人。

为了山里娃的未来
通讯员 米承实 黄晓明 湖南日报记者 黄巍

“感谢您对教育事业的支持，特别是对梅洲小学的关
心，增强了我们扎根山区的信心……”1月24日，辰溪县
桥头溪乡梅洲小学教师李永生发出短信， 向企业界人士
李绍芳表示感谢。

几天前，在梅洲小学任教的李永生、钟志民和雷鑫，
收到了李绍芳发放的2018年“扎根异地乡村教师补贴”，
每人4500元。

42岁的李绍芳是桥头溪乡灯草潭村人，现为湖南盛世
龙腾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从2013年开始，他每
年出资奖励桥头溪乡优秀教师、学生，资助贫困学生。

李绍芳的哥哥生前是名教师， 曾在桥头溪乡梅洲小
学教书，15年前因公殉职。 其哥哥生前最大的愿望是改
善梅洲小学办学条件。 可梅洲小学因设施陈旧和学校布
局调整被撤并。

为了使农家娃能就近上学， 李绍芳和桥头溪乡的干
部多次跑上级有关部门争取支持。梅洲小学终于在2015
年下半年开工重建，在2016年9月投入使用。为了让教师
安心教学，李绍芳设立“安心扎根山区教育奖”“扎根异地
乡村教师补贴”。

2018年，李绍芳将他的善举扩展至全县，与县教育部门
联合举办“最美乡村教师”“扎根异地乡村教育敬业奖”评选。

2006年至今，李绍芳累计投入资教、助学等公益事
业资金近110万元，资助贫困学生100余人。

大学生假期免费办辅导班
湖南日报1月28日讯 （通讯员 帅娟 张浩 记者

鲁融冰）“小朋友，跟老师一起读。”1月28日上午，汉寿县沧
浪街道岭湖社区老年活动室内，大学生张清宇全神贯注为
当地30多名小学生辅导英语，其中很多是留守儿童。

张清宇是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大一学生。 她来自农
村，切身感受到城乡教育存在的差距。 为帮助农村孩
子特别是留守儿童和家庭贫困学生，她萌生了利用假
期在家乡免费举办英语辅导班的想法。

“免费办班的消息在村里微信群传开后，得到家
长们积极响应。 这几天，孩子又增多了，我们专门把老
年活动室腾出来，满足教学需要。 ”社区负责人介绍，
从1月24日开班以来， 教室烤火炉以及纸笔等学习用
品都由社区免费提供。 为确保学生安全，社区工作人
员放弃休息，轮流值守。

张清宇表示，今年暑假，她计划以招募志愿者的
方式，让更多人参与到这项志愿活动中来。

岳阳“三下乡”活动启动
湖南日报1月28日讯 （见习记者 吴广）2019年岳阳

市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 活动日前在君山区许市镇启
动，120余名专家、 文艺工作者为当地村民带来健康义
诊、科普宣传、法律咨询、文艺演出、图书捐赠、赠送春联
等系列惠民服务。

活动现场， 岳阳市委宣传部等25个部门和单位为许
市镇捐赠帮扶资金38万元， 还捐赠了理论读物、 科普资
料、常用药品等。《我们的中国梦》《人情》等多个节目演
毕， 书法家们在舞台左侧泼墨书写一副副充满浓浓年味
的春联，引来许多村民排队领取。“刚检查了身体，又领取
了春联，感谢党和政府对我们的关心。 ”拿着红艳艳的春
联，村民老刘笑逐颜开。

岳阳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马娜表示，“三下乡”
活动丰富了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推动了农村经济社
会发展，要将这一顺民意、暖人心的活动坚持下去，让广
大农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抓党建聚合力 强基础促脱贫

180个贫困村脱贫出列
张家界

变“事后查”为“事前防”
执纪监督设804个监督网格,形成四级联动廉情监督机制

望城区

多彩迎新春
� � � � 1月28日，长沙市雨花区左家塘街道王公塘社区，文艺团队为居民表演舞蹈《盛世花
开》。 当天，该社区举办“诚信赢未来，多彩迎新春”活动，丰富居民的文化生活。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方秋霞 摄影报道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2
二等奖 16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706135
0 12609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198
1070
6511

4
19
152

2037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8491
72809

538
1893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9年1月28日 第2019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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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0904 15 21 24 25 29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1月 28日

第 2019028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756 1040 78624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284 173 222132

7 14

桃江流动人员档案可网上办
湖南日报1月28日讯 (通讯员 刘育东 郭宏亮 记者

邢玲)1月25日， 桃江县人社局人才中心收到了前几天
在网上申请转接的新考入职工曹博文的档案。据了解，
通过网上提交申请，原来要“面对面”两头跑的档案转
接工作，现在可“键对键”网上办。

2017年，桃江县人才中心加入湖南人才智能一体
化服务平台，信息查询、统计、相关证明打印都在该平
台内操作，方便准确。 而且，省内平台内档案跨市县调
动只需到调入地人才中心，即可申请办理，省去了两头
跑，省时省力。 2018年，该县平台内档案调进17份，调
出14份。 目前，该县已跟深圳、广西实现联网，流动人
员档案跨省调转也可网上全程办理。

桃江人社部门还重新规范建设了人才中心档案
室，对所有档案分门别类进行整理，共收录流动人员档
案4174份， 全部录入湖南人才智能一体化服务平台，
平台功能日趋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