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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 � � � 湖南日报4月14日讯 （李永亮 朱晖
谭洪汀）“微信群组让我们摸清了老百姓
的真实想法，网格平台则让我们迅速作出
反应，交办落实。 ”日前，株洲市石峰区田
心街道党工委书记董勇在“街道微信群”
被居民们连续点赞。 过去一个多月以来，
该街道依托网格化管理，完成了“禽畜禁
养区” 养殖户清零工作，12家养猪场被搬
迁、拆除，辖区环境明显改善。

石峰区在推进网格化管理中，创新“社
区干部即网格管理员”模式，按照每个社区

400户、1200人的规模， 将辖区5个街道、45
个社区（村）划分为232个网格，明确329名网
格管理员负责“打理”， 社区书记担任网格
长。 该区要求，网格管理员要进行“地毯式”
入户信息采集工作，将网格内所有的人、地、
事、物等信息录入石峰区网格化信息服务管
理平台，形成最真实、最全面的基层基础数
据。 去年至今，石峰区完成了135625条实有
人口信息、54524户家庭信息、2200条两新
组织信息以及409条特殊人群信息录入。

石峰区还将网格化管理与网上群众路

线实践有效结合，要求网格管理员利用上门
走访的工作便利， 建立网格微信群、QQ群，
并将网格警员、党小组长、楼栋长等拉入群
内，广泛收集民意，发动群众参与基层治理。

基础工作夯实后，石峰区将其作为改
进干部作风、 提升行政效能的重要手段，
推动形成了“人在格中走，事在网上办”的
工作格局。 目前，该区所有区职能部门的
通知下发和任务派发，均需提交区网格中
心统筹安排。网格管理员在走访中遇到的
问题， 可即时通过网格手机终端进行上

报，能处理的当即处理，由网格长进行核
查结案；不能处理的，按照梳理确定的35
个业务单位的405个网格事项处置标准，
由指挥中心派发责任部门，在规定时限内
予以办结。 截至目前，石峰区共登记网格
事件5482件，办结率达95.4%。

� � � � 湖南日报4月14日讯 （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邓毅敏）清明节期间，从外地返乡
的李先生惊奇地发现，位于大祥区红星社
区重林北路自家楼下的烧烤一条街静悄
悄的，以前喧闹的夜市门店不见踪影。“以
前，这里的夜宵店不到凌晨不关门，住在
附近非常闹心。 ”李先生说，这次回来几
天，感觉不到丁点嘈杂声，住着舒心。

红星社区重林北路烧烤一条街俗称
“红星夜市”， 是邵阳市有名的夜宵市场，

这里最多时聚集了42家烧烤（夜宵）店，产
生噪声、油烟等问题，当地群众不堪其扰。
去年， 大祥区城管局执法大队敢啃硬骨
头，细化网格管理，建立台账，对负责该地
区的党员干部实行单独量化考核，会同环
保、工商、食药监、街道办等单位开展联合
执法。 去年底，这里的42家烧烤（夜宵）店
全部无条件退出经营，原本嘈杂脏乱的街
道变得洁净有序，彻底解决了“红星夜市”
遗留多年的扰民问题。

“红星夜市”的整治成效，只是大祥区
城管局通过台账式管理激发团队活力的
一个缩影。 近年来，该局以量化积分考
核为载体，以网格化管理为基础，制定
权力清单，落实执法责任，对每个网格
内的具体事宜，制定切实可行的操作办
法，明确工作要求、完成时限、考核标准
等实施内容，形成“区、街道、社区（村）”
的金字塔管理格局， 实现管理网格化、
作业精细化、资源整合化、考核标准化、

责权基层化。 同时 ,开展党员民主评议，
举办“晒档案、晾台账”活动，促进党建
工作台账式管理，坚持党员日常表现全
程记录，每月小结，每季度公示，有效唤
醒党员意识。

近年来，大祥区城管局创新推进城管
进社区、数字化平台建设、上门收运垃圾
等工作机制，今年2月，该局又顺利启用3
座城管综合执法服务站岗亭，促进市容环
境更加靓丽整洁。

桃源红茶香飘北京
10多家茶企成功签约15亿元

湖南日报北京4月14日电(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李
明)今天，第四届全民品茶周暨桃源红茶节在北京开幕。
记者在现场看到，桃源红茶受到北京市民热捧，还赢得
了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近300位“青年大使”点赞，现场10
多家桃源茶企成功签约15亿元。

“全民品茶周暨桃源红茶节”是中华茶祖节的系列
活动之一，今年是第4届，主题为“桃源红 湖红韵 红中
国”，整个活动为期一周，在全国200多个城市联动开展。
红茶节还借助“丝路青年梦想汇”活动搭建的桥梁，让丝
绸之路沿线国家的“青年大使”零距离感受桃源红茶的
魅力，桃源红茶获“丝路名品”证书。

“让桃源红茶走向世界，让世界爱上中国茶。 ”桃源
县县长庞波说，此次活动以茶为媒，以茶会友，与广大茶
界朋友深入交流与合作，共同擦亮“桃源红茶”金字招
牌。

桃源红茶历史悠久，清朝同治年间，即代表“湖红
工夫”畅销欧美市场。 该茶因具有“金毫显、花蜜香、
甘鲜味”品质特色，先后荣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等荣誉，为“湖南省十大名茶”之一。 目前，桃源县拥
有茶园18万余亩，茶叶加工企业150余家，年产茶叶
总产量6万吨， 综合产值25亿元， 为“全国百强产茶
县”、全国茶乡旅游特色区、湖南茶叶“十强生态产茶
县”。

洞庭湖发展论坛
在岳阳举行

湖南日报4月14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
讯员 田夏）今天，由湖南省洞庭湖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研究会主办,湖南理工学院承办的
洞庭湖发展论坛在岳阳举行，长沙、益阳、常
德、岳阳4市环洞庭湖高校齐聚岳阳，共同探
讨高校如何对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扎
实推进产教深度融合，在服务和贡献中实现
新跨越。湖南理工学院、湖南商学院、湖南文
理学院、湖南城市学院分别就高校服务洞庭
湖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进行交流。

湖南理工学院党委书记李明分享了在
服务地方经济中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经验。他
表示，融入社会经济发展已成为地方高校的
共识，高校在全面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
同时，也为自身的发展赢得了大量的优质资
源。因此，高校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
是当代大学发展的基本规律，也是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

洞庭湖生态经济圈作为国家优质商品
粮生产示范基地、生态经济示范区和跨区域
合作发展示范区，位置特殊，环境优美，资源
丰富，是湖南依托长江经济带开放开发的重
要平台。 与会人员表示，高校应积极对接地
方经济发展，实现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积极
寻找地方经济发展的切入点和增长点，助力
乡村振兴、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湘潭：近300件税票
诉说百年“税月”

湖南日报4月14日讯（见习记者 彭婷 通讯员 张
雪光 王志标）今年4月是全国第28个税收宣传月。 为
营造和谐税收文化，今天，由湘潭市税务局主办的“品
百年税票， 鉴百年税月———近代税收票证文化展”在
湘潭市博物馆举行。

本次展出的近300件展品， 均为中国税票研究会
会员、 湘潭市税务局干部龙智海利用业余时间收藏，
跨越清代、民国、解放前后百余年历史，涵盖农业税、
牲畜税、屠宰税、盐税、房地产税、印花税、营业税等10
余个税种。 龙智海介绍，税票资料作为承载和见证税
收发展史的重要物证，不仅对研究历代财政史有着重
大价值，还印证了每个年代经济发展、社会关系、人文
风俗以及重大历史事件，是非常珍贵的历史文物。 龙
智海收藏税收票证至今已有20多年，因为税收票证多
为纸质品，保存十分不易。

据介绍，本次展览将持续到4月19日。

� � � �湖南日报4月14日讯 （记者 王立三）4月13日，2018
年度人民摄影“金镜头”新闻摄影作品评选揭晓，本报记
者郭立亮的作品《危情时刻》获突发新闻类单幅金奖。

“金镜头”新闻摄影作品评选由人民摄影报社主办，
自1992年开始，已成功举办了28届。因其专业性、公正性，
成为目前国内最具权威的新闻摄影评选之一。

本次评选有659件共2700幅作品、26个视频作品进
入终评，最终评选出4个年度奖项以及八大类别的42个奖
项。

《危情时刻》拍摄于2018年8月21日（见本报2018年8
月22日头版）。 当天13时40分，因维修吊篮钢丝脱轨，2名
清洗玻璃幕墙的工人，被困在长沙市华远·华中心君悦酒
店57楼外的高空中。 救援人员利用吊篮支点的备用救援
钩，在顶楼设置安全绳进行上拉救援。 经过3个小时的努
力，2名工人被成功救出。

接到报料的本报摄影记者郭立亮， 第一时间赶到现
场。 他利用无人机从高处俯瞰拍摄，借助大楼和地面的视
觉对比，定格精彩瞬间，突出了现场救援的危险性和特殊
性，获得了独家震撼的视觉图片，充分体现了记者的临场
处置和准确报道突发事件的能力。

永州万余名市民
重走长征路

湖南日报4月14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
讯员 张兴国 杨万里)4月14日，2019“走红
军走过的路，徒步穿越大湘南”暨“大美永
州”穿越活动（零陵站），在永州市零陵区东
山景区广场举行。

活动由湖南省体育局、永州市人民政府主
办。1万余名市民及户外运动爱好者参与。本次
活动以“走红军走过的路，徒步穿越大湘南”为
主题，将地方特色融入赛道之中。 随着发令枪
声的响起，跑游零陵组、徒步穿越组选手迈着
坚定的步伐， 踏上这片拥有2100多年建城历
史的土地，开始了大穿越之旅。

零陵是一座充满红色文化的城市，1934
年8月4日， 红六军团9000多人从江西遂川
岀发，踏上西征之路，于当年8月23日进入零
陵境内，在零陵写下辉煌篇章。 参加本次活
动的选手，走在这片革命先辈们浴血奋战过
的土地上，缅怀先烈，追忆英雄。选手们继承
和发扬先辈们不怕苦、 不怕累的革命精神，
坚定信念，超越自我，顺利抵达活动终点。

大美永州“走红军走过的路，徒步穿越
大湘南”活动自2018年开展以来，走遍永州
6个县区，先后有数万市民自愿参加。

李曼斯 姜润辉

“大家好!我家有100多斤茶油待销
售， 如有需要请在留言里告知, 每公斤
100元。”4月11日，宁乡市喻家坳乡涌泉
山村贫困户贺立梅用手机在“智慧宁
乡”APP党建平台发布了一条推广信
息，引来不少人咨询。

“是自家榨的吗？ ”“我要2.5公
斤” ……在平台的招揽与村干部的帮
助下，贺立梅当天就售出了10公斤茶
油。 贺立梅介绍，去年家里的3亩茶油
树压榨出50余公斤茶油，然而因为销
售渠道不畅， 有40公斤滞销在家，令
他发愁不已。 如今,“智慧宁乡”APP党

建平台搭建起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的
“直通车”, 让优质农产品卖上了好价
钱。

记者从宁乡市数据资源中心获悉，
“智慧宁乡”APP党建平台以“互联网+
党建”引领美丽乡村建设、脱贫攻坚和
乡村治理， 把全市278个村、 社区全部
“串连”起来，打造为党员发挥先锋作用
的平台和互联网村务管理工具，同时也
为群众提供政务办事、村务、综合信息、
商务等服务。

“前两天走访慰问贫困户并参与帮
扶活动， 党小组给我加了3分奉献服务
分，现在我已经有积分33分，比以前更
有成就感、动力更足了。 ”宁乡市沙田乡

石梅村第三支部党员谢合权一边翻阅
智慧党建平台的积分记录，一边在工作
日志中写道。

积分管党员、星级评支部，宁乡市
将数字积分转化为党建工作推力。 对党
组织建设实行星级化管理，对党员实行
量化考核，党员采用100分积分制，由履
行义务、完成任务、奉献服务三部分组
成，党员每月自评、党小组季度考评、支
部年度总评，对年积分达到95分以上的
评定为“五星”级党员。

实施党员积分管理项目以来, 基层
党建有了不少变化, 支部党员纷纷加入
到社区建设、志愿服务、政治理论学习
等活动中来。

创新网格化管理模式，事件办结率达95.4%

城管台账式管理激发团队活力

石峰区“网格+网络”网住百姓心

市容环境更加靓丽整洁大祥区

宁乡基层党建搭上“互联网+”快车

� � � � 2018年度人民摄影“金镜头”
评选揭晓

本报一作品获金奖

� � � �图为本报记者郭立亮获得金奖的作品《危情时刻》。

� � � � 4月 12日 ，
洞囗县花古街道
七里村， 农机技
术员在帮农民义
务修理耕田机。
春耕生产 开 始
后， 由该县农机
部门28名党员组
成的农机春耕服
务队深入到田间
地头， 义务为农
民检修春耕农用
机械， 帮助解决
农机操作中遇到
的技术难题， 传
授维修技术。

滕治中 摄

农机服务
到田间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4月 14日

第 20190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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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 1040 43160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664 173 287872

2 34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年4月14日 第20190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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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220955571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4
二等奖 132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0000000
6 195373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226
74347

1495803
9528585

45
2822
54905
352842

3000
200
10
5

0417 22 25 26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