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荨荨（上接1版②）
到了“牛村”，当然要问牛。今年78岁

的村民石留义是建档立卡贫困户，两个儿
子均为聋哑人。以往，每年喂养的一头牛
成为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 前年公司进
入后， 石留义卖了一头大牛， 到手
12000元， 换了两头小的母牛。 公司又
给了两头小牛， 现在他家有了4头牛。 两
头小牛当然不是完全“白送”， 而是由他
家喂养大后， 公司收购时扣除小牛购买
价， 剩下的就是纯利润了。 问起自养自
卖和与公司合作哪个好， 老人立马回答：

“给公司好！以前牛生病，不知怎么搞。现
在打个电话，公司就会派来兽医。把牛喂
大后也不要找牛贩子了， 由公司统一收
购，省事又有保障。”

一幢建了一层的新房前，一位年过半
百的汉子正在忙活。他叫龙书恩，留守老
人，儿子儿媳都外出打工。他去年和老伴
喂养了4头牛，两头卖给公司，赚了7000
元，也因此开始建新房。今年，还是与公司
合作，一下子增加到9头牛。“再卖几头牛，
新屋差不多就可以盖成了。”谈到未来，龙
书恩一脸兴奋。

在公司的带动下，盘干村的大多数养
牛户都增加了养牛头数。 村主任龙生付
说，加入公司之后，大家采取互助合作的

方式，各家出人轮流看养，效率大大提高。
“公司＋农户”还有不少好处，如：公司给
每头牛买了保险，一旦牛发病死亡，可以
得到赔付。去年保险公司给全村赔付了近
7万元。更重要的是，在公司组织下，禾库
镇的优质黄牛现在有了自己的品牌，加工
后的牛肉产品走向了全国市场，精品牛肉

卖到360元/公斤。
走访了几家养牛户，为什么没看到几

头牛？村主任似乎看破了记者心思：村里
的牛都是放养。要看牛，就要翻到对面山
上，今天下雨了，上山不容易。

不见牛群，焉知虚实？一行人依山而
上。半小时“摸爬滚打”之后，一幅别样的

场景呈现在眼前：几百头清一色的黄牛三
五成群，散布在一片开阔的草地上，或安
静独处，或怡然踱步，或专注咀嚼。细雨过
后，草木更显翠绿，空气中带着甜味。

一位领路的村民脸上不时漾出笑意。
想来，只有他们，更能咂摸出不断变化中
的生活的滋味吧。

� � � � 凤凰县禾库
镇盘干村，山坡上
放养的牛群。（资
料图片）

通讯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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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5月6日讯 （记者 周俊
通讯员 刘跃新 唐嘉睿）“服务周到，
也不需要‘打招呼’， 跑一次就办好
了。 ”近日，在新化县政务服务中心，
刚办好卫生许可证的小李感慨地说。

以“转变干部作风、提升办事效能”
为统领，新化县着力摒弃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近
年来，该县把转变干部作风和提高服务
效能结合起来，在干部观念和行为上进
行思想提升和纪律约束，在服务机制上
简化办事流程、缩短办事时间、减少办
事部门、清理收费项目、创新办事方式，
着力解决“脸难看、事难办”“不作为、慢
作为”“来回跑、排长队”等问题。

同时， 新化开展作风建设专项行
动，采取明察暗访、问题查处等方式，重
点解决办事服务中存在的拖拉推诿、态

度恶劣、利益取向等问题，构建“清爽”办
事环境；开展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集中整
治，减少不必要的程序和形式，杜绝批
文缓慢、消极怠工、务虚浮夸等行为，提
升办事服务效率；出台激励措施和容错
机制，鼓励改革创新、勇于担当，在选人
用人中对积极作为的干部给予更多机
会。 充分利用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平台，
受理群众举报投诉，对工作失职、效能
低下等“庸懒散怠”行为给予约谈提醒、
通报批评、停职检查、调整岗位、辞退解
聘等组织处理。

新化还以“放管服”和“互联网+政
务”改革为突破口，全面升级和
优化服务。打造政务服务大数据
平台，构建网上预约、网上申请、
网上审查、 网上办理等服务体
系， 已有974项服务事项实现网

上办理；打造“一窗一体式”政务服务模
式，对办理事项做到“一个窗口服务、一
个专人对接、一体式办结”；实施“最多跑
一次、最多找一人、最多一个月”改革，明
确办理主体、依据、条件、程序、时限等，
做到简单的事项即来即办， 复杂的事
项化繁就简。

通过一系列改革，新化着力摒弃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 形成了务实服务、提
质提效、风清气正的工作氛围。 截至目
前， 该县政务服务窗口共收件154512
件，办结146778件，办结率达95%，办事
效能和群众满意度大幅提升。

� � � � 湖南日报5月6日讯（李永亮 唐波
李荷露）“主管领导十分重视，已责成
有关部门尽快交地。”近日，株洲市荷
塘区企业服务专员颜志成来到株洲
科盟车辆配件有限责任公司，按例进
行一月一次的上门走访，公司负责人
杜红萍反映，他们在金山科技工业园
的生产基地施工放缓。颜志成认真作
了记录， 并第一时间向上级作了汇
报。

这是荷塘区深入开展温暖企业
行动的一个场景。 今年来，该区下沉
服务，主动、精准帮企业解困，收效明

显。目前，该区17个项目实现开工，成
功签约高精轨道项目、嘉德工业园三
期等9个产业项目， 金山电商产业园
等园区标准厂房入驻企业150家，入
住率达92%。 一季度，该区规模工业
产值、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
增长13.8%、22.4%。

为了第一时间摸清企业实际困
难， 并将企业服务工作做得精准化、
系统化，荷塘区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了
25名企业服务专员，每人分片联系15
至20家企业，为企业和项目建设提供
从招商到立项、建设到发展，贯穿企

业创办与成长全程的系统化“保姆
式”服务。

解决问题才是关键。荷塘区建立
了区级领导、区直部门联点帮扶企业
制度，由42位区级领导牵头，为全区
126家企业明确了帮扶领导和责任部
门， 对企业亟须解决的问题进行梳
理，限期交办。同时，实行企业服务例
会制度，政企面对面，由区委书记或
区长主持，协调解决企业生产经营中
的困难和需求。 今年来，共收集问题
38个，切实推动一批老大难问题得到
实质性解决。

� � � �浏阳古港镇通过“村村响”平台
开居民大会———

广播里话家常，
一个都不能少

湖南日报记者 王文

4月28日晚， 浏阳市古港镇新任党委书记陈建通过
“村村响” 广播平台和全镇人民开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广
播大会。 半个小时时间，陈建敞开心扉与群众聊古港、话
家常，为大伙勾勒了一幅清晰的古港发展蓝图。

4月28日晚，伴着微醺的晚风，古港镇三口村几十位
村民搬好小板凳围坐一起，准时收听村村响广播。

“古港镇的父老乡亲们，大家晚上好！ 我是古港镇党
委书记陈建，非常高兴能够通过‘村村响’广播平台和大
家进行交流。 ”晚上7时30分，陈建通过“村村响”广播平
台准时发声。 短短半个小时，陈建敞开心扉与乡亲们畅
聊古港这片热土，介绍了这次会议召开的初衷，全方位
多角度让大家重新认识古港，并着重阐述了镇党委政府
的工作思路和工作重点，为村民们勾勒了一幅清晰的古
港发展蓝图。

通过“村村响”广播平台开居民大会，这一举动引发
群众热议。

“听到陈建书记的声音，感觉很亲切。 ”该镇三口村
村民刘师傅说，自己对家乡未来的发展更有信心了。 白
鹭村村主任马贤福认为，利用这种方式拉近了与群众的
距离，群众有意见可以向政府反映，政府有哪些方面需
要群众支持都会在广播里播放。

古港镇辖区有常住居民6.6万余人，要把所有人都聚
集起来召开大会可行性不强，但是依托随处可见“大喇
叭”的“村村响”广播平台则可以实现全域覆盖，将党的
声音清晰直接地传递到每一个群众的耳中、心中。 陈建
介绍，这次全镇广播大会召开的前一天，古港镇通过微
信公众号发布了活动预告，群众反响十分热烈。 不到一
天时间，点赞达到2000人次，有50多位居民积极在后台
留言，有的咨询政策，有的反映问题。 古港镇政府也对居
民的每一条留言都给予了详细的回复， 确保事事有回
音，件件有落实。

陈建表示，今后，古港镇将每月定期召开广播大会，
将“村村响”广播平台的“大喇叭”，打造成密切农村党群
干群沟通交流的最好纽带。

岳阳敲响行政案件
集中管辖“第一槌”
湖南日报5月6日讯（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王延红）

5月5日上午，岳阳市君山区人民法院第三审判庭法槌
声响起，原告刘某某诉被告华容县公安局、华容县人民
政府行政处罚决定及行政复议一案在此公开开庭审
理。该案由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君山区人民法院
管辖，系岳阳市一审行政案件集中管辖改革实施后审
理的首起异地管辖行政案件，由此敲响了岳阳市基层
人民法院一审行政案件集中管辖“第一槌”。

据了解，开展一审行政案件集中管辖改革，是完
善我国行政诉讼管辖制度， 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
革的重要举措。5月1日起， 岳阳市实施辖区内基层
人民法院一审行政案件集中管辖，君山区人民法院、
屈原管理区人民法院被定为全市行政案件集中管辖
法院，当事人可任选其一进行诉讼。

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为增强集中管辖法院行政
审判力量，已从8个非集中管辖法院借调8名经验丰
富的法官，分派到2个集中管辖法院。岳阳各基层法
院将提供跨域立案诉讼服务， 当事人可在属地法院
递交诉状，由属地法院移交集中管辖法院立案受理，
并通过网上立案、巡回审判、远程视频开庭等方式，
减轻当事人诉累。

� � � � 以“无证明城市、无收费园区、
无跑腿审批”为目标

宁乡持续优化
营商环境

湖南日报5月6日讯 （见习记者 李曼斯 通讯员 姜
润辉）“在家里用手机提交了资料，门都没出就拿到了补
贴。 ”今天，宁乡市白马桥街道的冯胜顺利领到了困难残
疾人生活补贴，对该市“互联网+政务服务”的高效便捷
赞不绝口。

在宁乡，仅2019年第一季度，就有700多名残疾人像
冯胜一样，通过微信公众号“智慧宁乡”递交了困难残疾
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申请及相关材料，足
不出户领到补贴。 该事项的实现，得益于宁乡市通过数
据共享交换平台，对接了中残联、民政局、殡仪馆等多个
部门数据，运用电子签章技术，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不
跑腿”。

据了解， 宁乡市大力发展“互联网+政务服务”，以
“无证明城市、无收费园区、无跑腿审批”为目标，助推数
字化转型。“三无”城市的建设，以全市统一的生物特征
识别平台、电子证照库平台、大数据共享交换平台、统一
支付平台、统一数字认证平台、统一物流系统等六大技术
为支撑。 一个个鲜活案例的背后，实现了百姓办事受益、
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服务效率，为地方经济的转型升级提
供了坚强后盾。

在方便企业办事方面， 宁乡市也成果丰硕。 近日，
“智慧宁乡”微信公众号开发建设“掌上园区”，从企业商
事登记、企业投资项目审批、涉企政策信息发布、企业支
持政策兑现等4个方面的建设，让企业“一端受理”“全程
网办”“先批后核”“一次办成”，园区企业“无跑腿审批”逐
步成为现实。

“三无”的“减法”，换来了市场活力的“乘法”效应。
今年第一季度，宁乡市新引进产业项目29个，投资规模
亿元以上项目14个，宁乡高新区一季度预计实现工业总
产值148亿元，同比增长59.14%。

摒弃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转作风提升政务服务效能

“专员”上门提供“保姆式”服务

主动精准服务企业出实效

新化县

荷塘区

� � � � 湖南日报5月6日讯（见习记者 蒋茜 通讯员 杨
丁香 梁天胜）瑶歌嘹亮，茶香四溢。 5月4日，为期一
周的2019首届神州瑶都（中国·江华）茶文化旅游周
在该县牛牯岭茶场落幕。来自全国各地的茶界专家、
学者、企业负责人和游客近万人汇聚于此，观看瑶乡
风情表演，品鉴江华特色苦茶。

此次活动由湖南省茶叶学会、 湖南省茶叶研究
所主办，江华瑶族自治县政府承办，系列活动主要包
括：江华苦茶产业发展高峰论坛、江华苦茶名优茶评
比、茶博会、茶旅体验游等。

江华苦茶历史源远流长， 最早记载于春秋时代
的《尔雅·释木》。 它集苦丁茶与绿茶韵味于一身，香
气高长，苦后回甘，滋味浓郁，深受茶友青睐。

目前，江华茶叶种植面积达7万余亩，加工企业
48家，年产茶叶1697吨，产值2.26亿元，茶叶从业人
员3万人，直接带动7000余名贫困人口就业，户均增
收3000元。

江华举行茶文化旅游周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
二等奖 7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432932
0 29243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150
488
4434

1
19
161

2729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9729
55337

313
1545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9年5月6日 第20190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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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2904 12 17 19 21 25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5月 6日

第 20191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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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8 1040 53872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152 173 199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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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财政”办“富教育”的会同样本
荨荨（紧接1版①）2011年，在县财政收入只
有3亿多元的情况下， 县里下决心停掉所
有楼堂馆所建设， 投入2.5亿元启动县一
中的搬迁新建。2015年投入使用后成为县
城建筑地标。

位于县城黄金地段的一中原址，成了
开发商眼中的“风水宝地”。如果拍卖，政
府获得的土地出让金可能以亿计。

出人意料的是，县里决定县三中迁入
原一中校园，三中的校园腾给城郊的林城
镇中学。

2018年9月， 投资1.45亿元新建的城
北学校开学， 新增义务教育学位2600个，
化解超大班额118个。

在“化债攻坚战”的大背景下，会同县
停掉了一些投资项目，但教育项目“一个
也没有停”。2011年以来， 该县投入上10
亿元进行教育硬件建设， 全县中小学、幼
儿园面貌焕然一新。

这个校长，能叫出所有高三
学生名字

“一只绵羊率领的一群狮子，不可能
战胜一只狮子率领的一群绵羊。”3月上
旬，怀化市教育大会在会同举行 ,与会者
参观会同一中后，怀化市委书记彭国甫发
出如此感慨。

彭国甫感慨的缘由，是因为一中校长
侯邦明，不当局长当校长，再创学校的辉

煌。
2012年， 带着连续3年荣获怀化市高

考质量评估第一名的佳绩，侯邦明走马上
任县教育局局长。

2016年前后，相邻的贵州某县，苦于
缺乏师资力量，把“挖人目标”锁定名气较
大的会同一中，使用超常规手段开出特殊
优厚的条件，少数教师因此出走，部分教
师人心浮动。

“让我回一中吧！”侯邦明主动向组织
请缨。2017年初，他返回一中任校长。

从教32年的侯邦明，治学管理经验丰
富， 在一中教师队伍中有很高的威信。他
的回归，犹如“定海神针”，不少教师打消
出走的念头， 多名骨干教师返回学校。当
年，会同一中再次荣获全市高考质量评估
第一名。

会同一中老师张海燕告诉记者，侯校
长用心、用情做教育。每天高三学生还没
熄灯睡觉，他就不下班。每届高三的学生
有800多人，他都能一个个叫得出名字。今
年3月，一位寄宿生发高烧打点滴，他陪护
了一夜。

“校长就是一所学校的标志。”会同的
决策者认为，一所学校能不能办好，关键
在于校长的素质和水平。为此，该县启动
了“名校长队伍建设工程”，涌现了一批爱
岗敬业、勇于开拓的优秀校长。

城北学校校长饶菊芳，是会同县小学

唯一在职的湖南省特级教师。 近年来，省
内外一些学校以高待遇打她的“主意”，被
她一一拒绝。饶菊芳主导开展的“家校心
连心、教育手牵手”活动，构筑起家校教书
育人的一道靓丽风景。她建立的全县首个
名师工作室，促进了中青年教师的专业成
长。

这个行业,尊师重教已形成
生态

今年春季开学后， 会同一中高二（8）
班的同学们悄然发现，他们班多了两个新
同学。新同学小蔡在会同小升初时成绩优
异，被“挖”进一所长沙名校学习。

“现在会同校园环境好，老师很负责，
在长沙经济负担重。” 小蔡的家长谈起了
回到县里就读的缘由。

生源流失，曾一度是会同学校很头疼
的事。如今，这种状况得到改变。据统计，
上学期，会同县城小学生入学人数比幼儿
园结业人数多了200多个， 大部分学生是
从外地回流。

在怀化市，一些高中的校领导经常分
片区下到县里“挖”初中尖子生，可近两年
大家都不情愿分到会同，因为挖会同的学
生，难。

“老师在坚守，学生挖不走。”会同县
委副书记、县长周立志说，会同用情“稳”
教师，着力培育安心从教队伍。

在全县机关事业单位编制总量只减
不增的背景下，会同教育行业队伍编制做
到了只增不减。近5年，会同净增教师671
人，配足配齐各学科教师。

会同县教育局副局长丁在金列出了
一份教师的福利清单。

按时足额发放武陵山片区教师人才津贴
和乡镇教师工资补贴，落实“五险一金”、岗位
津贴、绩效工资、免费健康体检等待遇，确保
老师待遇不低于本地公务员平均水平。

今年新春伊始，会同县又出台推行教
师职称职级并行等鼓励教师安心从教的8
条措施。该县咬紧牙关，勒紧裤带，不断提
高教师待遇。

会同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这里的
各界人士感叹，在会同，尊师重教已形成
生态。

以“穷财政”办“富教育”，考量的是决
策者的智慧和执政理念。 会同县委书记杨
陵俐说：“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是人才，而
教育的深度和厚度， 决定了人才供给的质
量。会同对教育的投资，是花最小的本钱，
做最大的买卖。”

会同县“富教育”获得的回报，对杨陵俐
所言作了生动的注解： 全县高考质量连续8
年、 初中会考连续4年综合评价排名怀化市
第一，连续9年被评为怀化市“教育教学优秀
单位”。2018年， 该县顺利通过了义务教育
均衡发展国家验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