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2月27日讯 （记者 王晴
通讯员 乔雁城 唐云）2月25日上午，临
湘市长塘镇托坝社区“村庄清洁我行动
我是党员我捐绿”启动仪式现场，十分
热闹。200多名镇村党员干部、农村党员

齐聚一堂，纷纷捐献一份特殊党费———
捐种树木。85岁老党员冯和绪捐上了
100元， 并随着党员队伍一行来到新建
组托工公路两侧，挥舞锄头，将一棵棵
桂花树苗种下。这是长塘镇开展村庄清

洁行动集中攻坚行动以来的一个生动
画面。

长塘镇推行“1名镇干部+1名村干
部+10名党员联点+100户农户” 的模
式，以党建引领“空心房”整治，推进村庄
清洁行动。对8个村（社区）全域开展集中
攻坚网格化管理， 引导党员在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中冲在前、作表率。

湖南日报2月27日讯（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陈三星）从3月1日开始，东洞庭
湖将启动全面禁渔， 禁渔时间为3月1日
零时至6月30日24时。今天，岳阳县东洞
庭湖渔政监察执法局先后在东洞庭湖沿
岸的麻塘、城关、鹿角、月山、中洲、红旗
湖、北洲等7个渔民集中地，召开2019年
春季禁渔工作部署会。

在禁渔期和禁渔区内， 禁止所有捕
捞作业，禁止收购、销售违禁捕捞渔具和
渔获物，实现“船进港、网入库、人上岸、
湖中没有渔船、水中没有网具”的禁渔目
标。同时，严厉处置违禁捕捞行为，对违
禁捕捞的渔船、渔具、渔获物和违法所得
一律没收， 禁渔补助、 油补资金一律取
消，情节严重的一律吊销捕捞许可证，人
员一律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
任。

当天， 岳阳县东洞庭湖渔政监察执
法局执法人员下湖洲、进渔村、上渔船、
入渔户，宣讲禁渔政策，张贴禁渔通知，
营造良好氛围。该局还将持续开展“亮剑
2019春季禁渔联合执法” 专项行动，确
保禁渔实效， 实现东洞庭湖渔业生态环
境明显好转。

湖南日报2月27日讯(记者 邢玲 通
讯员 陈灿 )连日来，益阳市消防救援支
队将统一印制的3万份“冬春季取暖安
全”专题海报，张贴到农村集市和村组、
居民小区醒目位置， 并开展取暖安全防
火巡逻宣传， 启动每日夜间巡逻防火打
更行动，提醒市民安全取暖。

一段时间来，益阳市持续阴雨，群众
用火用电处于高峰， 因不安全取暖发生
的火灾事故居高不下。 今年1月以来，益
阳市共发生亡人火灾5起，死亡5人。针对
严峻形势，益阳市下发《关于严格落实取
暖安全防火措施的紧急通知》，全市各区
（县、市)消防救援大队联合乡镇（街道）、
村(社区)、派出所开展取暖安全行动，深
入各地宣传。 益阳市消防救援支队印制
的3万份“冬春季取暖安全”专题海报，在
全市8个区（县、市)、266个社区、1146个
村醒目位置张贴，以增强群众防火意识。
还对五保老人、空巢老人、高龄老人、残
疾人等，分组包干，“一对一”“多对一”上
门宣传，逐户排查隐患。

湖南日报2月27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陈保文）
连日来， 永兴县纪委监委组织工作人员深入金龟镇13个行
政村，召开社保养老金退赔现场会，将被侵占的5.5万元社
保养老金退还给何德林等54户群众。

据了解，该县金龟镇社保站站长廖某某利用职务之便，
截留59张社保卡， 支取资金5.5万元用于个人生活娱乐开
销。经查，情况属实，廖某某被立案审查调查。今年以来，永
兴县加大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的监督检查， 共立案15
起，追缴各类资金10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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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2月27日讯（记者 雷鸿
涛 通讯员 蒋杰霖 何乐川）“今年，我
准备去怀化市区做驾校教练……”2月
25日，暖阳洒在会同县林城镇东岳司
村， 村里脱贫户李建中在自家新房与
来访的驻村扶贫队员于先争谈新春打
算。 李建中家因其妻子患病， 父母残
疾，2017年通过精准识别， 被评为建
档立卡贫困户。通过易地搬迁和产业、
教育、健康等方面帮扶，去年底，李建
中一家脱了贫。

近年来，会同县狠抓精准识别，
动态调整， 确保符合扶贫标准的对

象“应纳尽纳，应扶尽扶”。“从贫困县
退出省级实地检查和第三方实地评估
情况看，会同县做到了贫困户零漏评、
零错退。”会同县扶贫办主任肖志友介
绍。

为做到精准识别， 会同县严格把握
扶贫对象标准，出台了扶贫对象识别“七
不进”“三优先”。规范识别程序，工作全
程实行民主评议和民主监督， 确保扶贫
对象识别工作公开、公平、公正。同时，在
全体党员干部中大力倡导“一线工作
法”，做到“全员下沉、整村覆盖、遍访群
众”。建立了三级书记抓扶贫、五人（联乡

县级领导、后盾单位负责人、驻村第一书
记、村党支部书记、乡镇工作队员）包村、
局长下沉、省市部门尽职参与、驻村帮扶
和结对帮扶全覆盖的责任体系， 压实工
作责任。

“遍访群众，全面开展贫困户漏评、
错退排查。”肖志友介绍，通过拉网式排
查，重点关注可能漏评的低保户、残疾
人员、大病重病户、无劳力户等。同
时，清退识别不准户，重点关注“四
类人员”，即财政供养人员、个体工
商户与经营企业户、有商品房户、有
小汽车户，有针对性排除漏评、错退

风险。
会同县还健全贫困对象进出识别评

估机制，确保扶贫对象有进有出、动态调
整。2014年以来，该县开展了5次精准识
别集中整改“回头看”行动。至去年底，全
县已实现贫困村出列87个、 脱贫17797
户66425人， 贫困发生率由23.64%下降
至0.95%。

湖南日报2月27日讯 （记者 刘
跃兵 通讯员 乐国辉 ）2月27日，新
田县新圩镇上坪村43岁的何杰林在
田里忙开了，今年他种植的烤烟、优
质稻面积比去年增加了一倍。2014
年， 何杰林一家通过精准识别被定
为贫困户。这几年，何杰林在政府有
关部门帮助下，种植烤烟、优质稻脱
贫。

据了解， 通过精准识别、 精准施
策，新田县脱贫攻坚步伐大大加快。到

去年底，该县103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全
县共减少贫困人口18738户76340人，贫
困发生率下降至0.955%。目前，该县已
通过贫困县退出省级实地检查和第三方
实地评估，可望如期实现“摘帽”。

近年来， 新田县着力解决好“扶持
谁”的问题，做到应纳尽纳、应扶尽扶。在
贫困对象识别上不但严格实行“两评议、
两公示、一比对、一公告”，而且要求每户
贫困户的识别均经过结对帮扶人、 驻村
工作队、乡镇入户核实，层层把关。还要

求村贫困户评议小组原则上不少于30
人，由党员与组长会议选举产生，其成员
由党员代表、村干部代表、小组长代表、
群众代表、大户代表等组成，具有广泛代
表性。贫困户名单公示7天以上，接受群
众监督。2015年至2018年， 全县共清除
不符合贫困户条件的“四类人员”（拥有
企业股份人员、 有商品房人员等）2.3万
余人。

为防止漏评造成应纳未纳、 应扶未
扶， 新田县实行扶贫对象动态管理月报

工作制度， 加强对未纳入建档立卡贫困
户的“边缘”户以及低保户、残疾人户、住
危房户、大病重病户、重灾户等特殊人群
监管。2015年至2018年， 全县新识别贫
困人口7298人。该县还多次组织开展精
准识别集中整改“回头看”，进一步核实、
核准贫困人口。

同时，新田县充分利用民政、财政、
人社、 卫计、 住建等多部门数据平台比
对，提高扶贫对象精准识别度，防止退出
把关不严而造成新的隐性贫困人口。

湖南日报2月27日讯（记者 姜鸿丽）今天，常德市政府
七届六次全会暨政府系统工作会议“多会合一”召开。至此，
该市各条战线全面完成新春工作部署，投入到推进“开放
强市、产业立市”的实干热潮中。

据了解，近年来，常德市采用“多会合一”方式，大幅压
减会议数量和规模，将干部从“会海”中解放出来，让他们把
更多精力放在实干中，干出了成效。去年，该市300个重点
建设项目完成投资980.1亿元，222个重点产业项目完成投
资677.9亿元；规模工业增加值突破1000亿元大关，工业企
业实缴税金排名全省第二；全市进出口总额超过100亿元，
比上年增长34.7%； 引进内资486.23亿元， 比上年增长
18.44%，增幅居全省第一，被评为全省发展开放型经济优
秀市州、真抓实干开放型经济先进市州、真抓实干招商引
资履约先进市州。

今年，常德市进一步精简会议、改进会风、转变作风，真
抓实干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此前两天，该市召开全市党委
系统工作会议，以及推进项目建设、工业经济及开放型经
济工作会议，也是“多会合一”。会议不仅形式发生了变化，
内容也更为丰富，会议现场主要领导讲话直奔主题，没有
套话，只有干货。“会议干净利落，目标清晰，各项工作统筹
推进，为今年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具体思路和实现路径。”
一位与会者说。

2月27日，湘潭市雨湖区，利用废弃矿山打造的湘潭锰矿国家矿山公园绿意盎然。近年来，该市着力开展生态修复工程，在湘
潭锰矿启动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示范工程，治理面积74公顷。如今，昔日满目疮痍的矿区一片新绿。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全员下沉 整村覆盖 遍访群众

对贫困人口实行“动态严管”

努力做到应纳尽纳应扶尽扶新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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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套话 只有干货
常德“多会合一”干净利落

永兴清退5.5万元社保养老金

东洞庭湖3月1日起
全面禁渔

湖南日报2月27日讯(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何星平 李
小月)今天，永州市工信局透露，永州联通近日开通了永州
市第一个5G基站，标志着永州开始拥抱5G时代。

经现场测试， 该基站所发射信号下载速率峰值达923
兆比特秒，并长时间稳定在890兆比特左右。相比4G速率提
高了6倍以上， 三四秒钟便能成功下载一部时长达两小时
的高清电影。

据了解，在5G进入全面商用后，永州联通将聚焦交通
枢纽、政府机构、大型商圈及重要单位等区域建设5G网络，
永州人民将感受到更快的速度、更加丰富的应用和更加智
慧的生活，助力永州经济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永州开通首个5G基站

益阳消防3万份
海报宣传安全取暖

湖南日报2月27日讯（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彭广业 杨庆）“我的行为对不起
组织培养，对不起党的多年教育，给单位
抹了黑。以后，我将严格要求自己，干好
本职工作。”桂阳县教育局近日召开民主

生活会， 班子成员张某华对自己的教材
教辅问题进行深刻剖析、自我批评。

为使党员干部知敬畏、明底线、受警
醒，去年来，桂阳县纪委监委下发各类案
件典型通报19期， 涉及问题42起68人。

该县各级党组织选取典型案件，召开民
主生活会。要求党员干部对照典型案件，
把自己摆进去，从思想政治、精神状态、
工作作风、意识形态、落实“两个责任”等
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刻剖析，开展批
评与自我批评。

截至目前，该县已有62个单位领导
班子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建立问题整
改台账45个， 梳理排查廉政风险点67
个，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防控。

桂阳以案促改开好民主生活会
党员干部知敬畏、明底线、受警醒

湖南日报2月27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欧阳骥 唐梦)春寒料峭，冻雨连
绵。2月27日，永州市中心医院，唐青青的
父母接到蓝天学校团委送来的6万多元
捐助款，心里感到暖融融的，连声道谢。

现就读于蓝天学校9年级的唐青青，
今年15岁，是永州市冷水滩区黄阳司镇坪

湖塘村人， 爷爷奶奶是建档立卡贫困户，
父母一直在外打工。2月18日，唐青青忽然
身体出现不适，持续高烧不退。在湘雅医
院检查后， 被确诊为急性髓系白血病。由
于家境贫困，诊治费用巨大，她父母无奈
将其转回永州市中心医院诊治。

唐青青的不幸遭遇在社会上传开，各

界爱心人士纷纷伸出援助之手。
2月24日， 永州市雨儿公益促进会发

起，社会爱心人士在冷水滩区老步步高组
织开展爱心献血活动。2月26日，蓝天学校
团委发起捐助倡议， 全校2000名师生积
极响应，一个中午即为唐青青筹得捐助款
66925.6元。短短几天时间，社会爱心人士
共为唐青青募集善款15万多元。

由于诊治所需费用大，爱心人士为
唐青青的捐助活动仍在持续进行中。

花季少女患病，众人齐伸援手

长塘镇党建引领村庄清洁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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