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沙开展“净网2019”专项行动
严查网络色情、 网络赌博等

� � � �湖南日报5月19日讯（记者 王晗 通讯员
刘彬）5月17日，长沙市公安局出台《长沙市
公安机关“净网2019”专项行动工作方案》，
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打击整治网络色
情、网络赌博等网络违法犯罪。 此次行动将
持续至今年12月底。

据了解，在此次专项行动中，长沙市公
安局将依托专业警种，加大对黑客攻击、侵
犯公民个人信息、 网络水军、 电信网络诈
骗、网络色情、网络赌博、网络售假、网络侵
权盗版等各类涉网违法犯罪线索、 网络黑
色产业链的调查力度，以打团伙、断链条为

重点，快侦快破涉网违法犯罪案件，最大程
度挤压网络违法犯罪活动空间， 并将信息
清理工作与打击同谋划、同推进、同落实，
全面清理网上涉枪涉爆、诈骗等违法信息，
切断网络违法犯罪的勾连渠道。

长沙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行动
期间， 公安机关还将对问题突出的网络平
台和信息服务商进行整顿， 督促互联网企
业落实安全管理责任， 依法从严查处企业
不履行安全义务的行为。

“脱贫路上，
决不让一名残疾人掉队”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彭婷

“老罗加油，手用点力。 看，这就坐起来了!”5月17
日，湘潭市肢体残疾人早期干预基地(湘潭市民康医
院)4楼病房里，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大家为老罗
能够重新坐起来喝彩。

“我竟然……坐……坐起来了，谢谢！ ”老罗眼里
闪着泪光，情绪激动，反复对湘潭市残联和湘潭市民
康医院表达感谢。

命运对55岁的老罗来说有些残忍。 去年，他突发
脑溢血，导致语言功能受损，身体瘫痪，被认定为二级
残疾。妻子在照顾他的过程中，不幸摔伤了腿。夫妻二
人先后住院，让这个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 老
罗成了贫困户，匆匆出院。

“每天躺在床上，坐不起，也站不起。 ”老罗说，那
段时间，他感觉自己成了“废人”，对生活失去了希望。

然而，老罗永远不会忘记，他坎坷的命运在今年4
月17日这天出现了转机。湘潭市残联在下乡走访过程
中了解到他的情况后，将他接到湘潭市民康医院进行
治疗。

“湘潭市民康医院是湘潭市肢体残疾人早期干预基
地，除了治疗，我们还为老罗提供了6000元救助资金，
他自己几乎用不了什么钱。 ”湘潭市残联负责人介绍。

手法功能训练、平衡能力训练、站立训练……在老
罗床头，训练表上详细记录着他每天的训练项目。“训练
疼着哩。 ”老罗说，但他从不吭一声，因为他知道，在这
里，他可以实现从“坐起来”到“站起来”的梦想。

“将来也许干不了重活，你可以在家门口开个小
卖部，赚点吃饭钱不成问题。 ”除了身体恢复，湘潭市
残联还特别注重对老罗进行心理疏导，希望通过康复
治疗帮他实现再就业，摘掉“贫困帽”。 湘潭市残联负
责人还表示，今后将对老罗实施持续帮扶，直到他完
全康复。

老罗不是个例。 这些年来，湘潭市残联通过开展
教育扶贫、健康扶贫、结对帮扶等，确保残疾人在脱贫
攻坚中“不掉一户，不少一人”。 仅在2018年，湘潭市
残联就对400余名贫困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对
131名贫困残疾学生提供资助共15.75万元，为1120名
贫困精神病患者免费提供治疗药品。全市残联系统还
联系帮扶了6个村，结对帮扶87户残疾人家庭。

“现在，整个湘潭市还有1320名贫困残疾人，我
们将通过农村残疾人阳光增收计划、残疾人创业扶持
等措施助力残疾人脱贫，决不让一名残疾人掉队。”湘
潭市残联负责人说。

09
湖
南
日
报
法
人
微
博

湖
南
日
报
公
众
微
信

市州新闻 责任编辑 唐爱平 版式编辑 李妍 2019年5月20日 星期一

!"#$%&'()*+,%-./0
12%-34056#$7809:;<=
>0?;@ABC-DEFGHIJKLMN
OP#$%(-QRSTUVM(WXYZ
W[\]^_`R]aUbcdefWgh
ij-kWlmnnn

opqOrU(WcdefWstuv
wxylz{|}~U u������
!"#���������U�����x�
��U����N���e���U���
��o� ¡¢£

!"#$!%&'(#)
��%<¤M�¥¦§U ¨g©ª}0

«¬}£(WcdefW%f®¯°±²
C!³´lµ¶·¸%�K´¹Zº�0!<»
*[¼½¾K¿À.Á%ÂÃ;UÄÅÆÇ
ÆÈ-9ÉÊË�® !̄qÌÍgÎÏK0!Ð
qÑK0!ÒÓxvU ÔÕÖ×K ¿À.Á-
"$$ �tØÙUsE<»ÚÛÜÝ£

!Þ�ÇUßàáâÚãä*[UåMæ
�ç-èé£ K(WcdefW<»-êë
qìãä %$ íU îïð��ñò-óô_
*[õ£ Àhö÷<»*[UøWsùúû
üýUþOÿ!á�<»"#$£ 56%$
&Ü!'<»>(C)-*�U+,ÿ��
-�./6<»0@12345U!9É6
-á��789:U7;<ä=>-?@£K

AMe�fWUB® !̄pCpDKUã
EÞ�N�7bL6FG*hò|HI£
&'"( qU (WcdefWJ���WK÷
LyMN "" OU") �P���WK÷��
MN£cdefW%fKQM�(WXY
ZWK÷#$%&'Ucd�ZWK÷#$
%&'£

*+,-!.,/012
(WcdefWR}SÅTUVWN

XYU®¯ZeU[VW\(!]^TWKU
S®��_`{|!æQ��6KUabc]
_`{|deý£ &'"( qfx�gc_`
{|ho &'' iU Qõÿjbke %'' (

�WU]lôumnxäo£
(WcdefWpqrs_`tu*

àU?÷vcfw{|()£®¯Àke )'
(�xyz(fw�{¿|}»~()U9
h²CuN�fwò|�gc{|��fw
�k�Ý-+,��U?;�;fwbc]
|}fw5�-�s£

3456!789:;<
�i,ÇU�9��£ (WcdefW

��D�s!�K�®Us!WK{|U��j
{|WÀ�5���bh���1�-��
��£

�����U,���� ¡¢£¤UJ

~¥��¦§¨©ªU«Ü�¬®¯{
|UÄÅ�ÂÊË£°±i¨²³�°´µ¨
+4�°¶·¨�Ý¸¹{|Uºo�
i»¼£

&'"( qU(WcdefW&'o *' �
�i{|Ã;U 7M%<I½¾¿#À
Á�&'¿.:»W£ cdefW%f®
¯%(L�ÂyU²CÃY(Ä-¶ÅÆÇ
Ã;£ ÈÉ4hÊË]âÌ]²C!ÍÍ9
ÎÏÐ¯U(WÊËÑ}�KÃ;�ÈÉÒÓ
ÔÕÖ×Ø²C�!¦§ÙÚÛUÜÜTÝ
¯KÀ.Á-%�J(Ã;£

LÞßà<»Éá6-{|âãäåU
æM(WcdefWÀçj{|�s-�
èé!=ê;WK£ ðMUë²�-!°ìíî
ï÷ðKUäæQ-!ï÷ð�ñòðK�ëæ
ó-!ô:�iõ:Uö÷ø}çäKUäQ
ð-!öÀ�i)^õ:KUù¤høW!�
�iÀú�Us�{|K-?@8ûU{|R
t>��&òU()R�Püj×Ã£

!!"# #$%" #&'()#

!"#$"% &'()*+
!!!"#$%&'()*#+,-()./012345$67

湖南日报记者 李伟锋 戴鹏

今年1至4月，株洲市委发给县级以下
的文件50个，同比减少25.4%；市政府发给
县级以下的文件89个，同比减少34.1%；市
委召开各类会议74次，同比减少11.9%；市
政府召开各类会议42次，同比减少26.3%。
这是株洲市今年以来从严整治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从数字上展示的成果。

一连串“减”换来更具活力的“增”：基
层负担减轻了、工作更高效了，广大干部
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扑在项目建设、民生保
障等重点工程上。 数字为证：今年以来，株
洲市产业项目建设风生水起，一季度因重
点项目投资上升带动全市固定资产投资
增长15.9%，位列全省首位。

“马上就办”再提速
5月10日起，株洲市委、市政府负责人

带头调研芦淞区意法服饰城项目选址地、
何家坳枫溪学校、华锐精密工具公司等重
点项目单位，现场问需，分析问题，指路支
招，协调解决具体问题。 这样的场景，在株
洲已是常态。

2016年10月，株洲全面启动“马上就

办、真抓实干”，向“不作为、慢作为、乱作
为” 现象猛烈开火。 重点工作明确完成时
限、公文办理明确办结时限、行政审批缩短
时限、项目推进和企业帮扶问题处理必须
有时限、 公众关切问题办理限时办结。 火
力所到之处，一批老大难问题迎刃而解。

今年以来，株洲市在原有基础上推出
“真抓实干”新举措，“马上就办”再提速。重
点工作月度讲评，评的是办事质量和效率；
重点工作完成不理想， 开列负面清单；“电
视问政”“曝光台”“暗访督查”等新举措，好
似一道道“紧箍咒”，推动各职能部门主动
积极作为，确保中央、省委和市委决策部署
落地生根。

项目建设重在快行动
不定期到县市区调度督查项目开工

竣工情况， 基层接待负担加重……今年
初，株洲市发改委党组在反对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自查自纠中发现，上述问题不利于
产业项目建设。

为此，株洲市发改委发力抓整改。
一方面，坚持刀刃向内，优化项目调

度督查，减少精神传达、工作布置类会议，
不能解决项目实际问题的调度会不开；减

少各类文件、简报下发，明确上报情况材料
仅需条目式描述进展，不必形成文章；减少
会议调度和现场调度， 通过重点项目信息
管理系统（手机APP）调度即可；加强与两
办督查室沟通，协同督查、结果共享，避免
多头督查。

另一方面，坚持在项目落地上求实效。
出台七大务实举措推进产业项目建设，从
链长抓总、调度频次、一线工作法、“按图索
地”、“看学议”评议重点、问责事项等方面
推动工作进一步落实落细。 将招商落地列
为市委月度重点工作， 对考核排名末位的
约谈。 对129个市级重点建设项目开展全
程代办，减轻基层工作量。

整治见成效。一季度，株洲全市重点项
目开工55个，完成投资112.8亿元，同比上
升3.8%。

“大监督”精准发力
因党员干部不正确履职，导致水利工

程超额支付工程款、连续多年违规发放五
保供养金未查处、大量扶贫工程项目未实
施政府采购和财政评审……今年来，株洲
市连续通报党员干部涉扶贫领域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问题的处理结果。

督查督办， 是最好的助推器。 今年3
月，株洲市纪委监委积极创新体制机制，建
成大监督中心，并以此为平台做实做细监
督职责，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靶向治
疗”。

对县级党委（党组）履行党风廉政建设
主体责任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实施监督，形成专题报告，协助市委制定主
体责任履职清单，特别是对在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问题自查自纠中存在的问题进行通
报。

会同市委、 市政府督查室对株洲市
2017年以来招商引资和重点项目建设情
况进行核查，着力解决产业项目建设不力、
重招商轻落地，重承诺轻兑现等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问题。

今年一季度，株洲全市共查处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典型问题50个，党纪政务处分
58人，组织处理33人。

同时，该市还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
题整治同正在开展的专项治理扶贫领域腐
败和作风问题工作、污染防治和环保问责
工作、民生领域相关工作、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等重要专项工作一体统筹推进，协同发
力，取得较好效果。

轻装上阵马蹄疾
———株洲市从严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纪实

� � � �湖南日报5月19日讯 （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赵玲玲）5月18日， 张家界航空
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简称“张家界航
院”）举行建校40周年纪念大会，上千名
校友回到校园为母校庆祝生日。 40年
来，该校共为国家培养输送了10万余名
各类人才，一大批校友成为各行各业的
骨干和中坚力量。

张家界航院始建于1979年，该校现
在拥有航空制造、航空维修、航空电气、
旅游管理、 航空服务5大特色专业群34
个专业，有学生1万余人。 办学40年来，
该校坚定“立足航空，服务地方，特色兴
校，争创一流”的理念，由小变大、由弱
变强，实现了从简陋办学到建成省级示
范性高职学院的凤凰涅槃，实现了从中
专到专科的跨越发展，实现了从校园面
积不足200亩到建成700多亩新校区的
不断成长。

张家界航院40年
培育10万余名各类人才

中开院（株洲）
创新孵化基地启动

8家科技型企业抢先入驻

湖南日报 5月 19日讯 （李永亮
李袁 ）5月16日，由中国科技开发院（简
称“中开院”）与株洲市合作共建的（株
洲）创新孵化基地启动，中科立中、协力
竞网等8家科技型企业抢先入驻。

基地重在引进高端装备制造、新一
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及节能环
保产业，同时布局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
及未来产业等领域。通过与政府、企业、
大学和科研院所、行业协会等方面的业
务协同和资源共享，构建“创业苗圃+
孵化器+加速器”的全孵化链创新培育
体系，打造科技成果转化、科技企业孵
化、科技产业培育综合创新平台，为株
洲产业升级提供新模式。

目前，基地已初步构建科技创新培
育体系，实现科技创新技术、人才、税收
等多领域支持政策同步覆盖，助力科技
型小微企业做大做强。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5月 19日

第 20191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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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3 1040 991120

组选三 667 346 230782
组选六 0 173 0

7 78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年5月19日 第20190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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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606231938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7
二等奖 127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1 8216242
3 221591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311
74663

1509549
7205057

54
2918
57916
249892

3000
200
10
5

1605 08 13 1806

荨荨（上接1版）

“带着特别的感情来抓县乡
村教育”

“如今，整个怀化对教育的重视达到了
空前的地步。”4月11日，怀化市教育局局长
彭平安告诉记者。

在中方县， 有这样一个感人的教育故
事。2018年春天，县教育局获悉，家住中方
县新路河镇坪坳村的12岁男孩杨永衡，因
父母离异，学习情况不详。为了落实杨永衡
是否在上学， 中方县有关部门负责人先后
赴四川绵阳、山东邹城走访调查，行程万余
里， 终于了解到孩子随母亲改嫁在山东上
学，但无学籍。在中方干部的努力下，孩子
沿用原来的学籍号，留在山东继续学习。真
是万里“追踪”，只为教育扶贫路上，一个

“山果”都不能少。
鹤城区是怀化市老城区， 也是该市化

解大班额任务最重的城区。 为缓解这一区
域大班额现象，市委召开协调会，将已拍卖
出让给了一家房产公司的芷江师范怀化校
区土地（芷江师范已搬迁），由市财政出资
回购，建义务教育学校。2018年秋季，一所
名为怀化市集贤学校的九年一贯制学校在
芷江师范怀化校区原址上开学， 缓解了这
一区域的大班额现象。

“5年来，全市新建学校34所，改扩建
913所，新增学位13.27万个。2018年，全市
共消除义务教育超大班额班级968个，超出
省定任务344个。”4月11日， 怀化市市长雷
绍业告诉记者。

坐高铁到怀化， 出站不远就能看到怀
化市雅礼实验学校的宣传牌。 自2017年以
来，已有长郡、雅礼、衡水3家拥有优质教育
资源的学校入驻怀化。今年，湖南师大附中
即将来怀化合作办学。

地处偏远的怀化， 为何受到这么多名

校青睐？
早在2016年，为提升怀化的教育水平，

市委领导先后来到湖南省教育厅和长沙市
政府登门拜访， 请求省会优质教育资源帮
扶怀化教育。满满的诚意，结出了丰硕的成
果。2016年，湖南省教育厅把怀化作为教育
精准扶贫试点城市， 由长沙市47所优质学
校与怀化市48所学校开展校校结对帮扶工
作。如今，校校结对帮扶的数字已达到216
所， 一大批薄弱学校通过结对帮扶进入优
质学校行列。

“我们怀化的干部，大多数是从山沟沟
里走出来的， 更要带着特别的感情来抓县
乡村教育。”2019年1月，怀化举行全市教师
代表座谈会，怀化市领导深情感慨。

“让乡村教师留得下来，干
得开心”

人才，是事业发展的第一资源。教师，
是教育事业发展之本。 又是一年春暖花开
季节，怀化多个县市出现教师回流的现象。

怀化学院毕业的杨令， 是一名数学高
级教师。2015年， 在会同一中教书的他，被
贵州铜仁八中“挖” 走。 一晃3年多过去。
2019年1月，杨令决定回怀化，并报考了怀
化市郡永实验学校。

新晃侗族自治县毗邻贵州， 因政策原
因， 贵州教师待遇较新晃每月高出2000
元。这导致不少优秀乡村教师外流。痛定思
痛后，新晃决定多措并举，竭尽全力留才。
投资12亿余元，新建思源、芙蓉、恒雅等高
规格学校；出台一系列人才引进优惠政策；
全面实施“安教”工程，大力改善教师工作
生活条件……如今， 新晃本地的教师留下
来了， 还引来了不少外地的名师来新晃从
教。 如从常德安乡县教育局副局长岗位退
居二线的周德祥， 以支教形式担任新晃思
源学校校长。

2018年， 怀化通过“五溪人才行动计
划”引进了84名高层次教育人才，与29名国
家、省级教育专家达成意向协议；全年补充
了3060名教师，师资力量得到了大力加强。

令人兴奋的数据后面， 是怀化推进教
育优先发展， 力促县乡村教育均衡优质发
展的铿锵步伐。2018年10月，全国教育大会
召开不久，怀化出台了教育发展21条。2018
年11月，怀化市出台了《关于加快县乡村教
育均衡优质发展助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
若干意见》及7份附件，形成“1+7”政策体
系，推进教育全面发展。2019年1月，怀化举
行全市教师代表座谈会。2019年3月， 怀化
举行全市教育大会……“让乡村教师留得
下来，干得开心”，已成为怀化上下的共识。

一项项教育硬核举措， 正努力让“山
果”变“甜果”。实施乡村教师关爱工程，5年
共建教师周转宿舍、公租房8762套。推进教
师本土化工程，2014年在全国率先推行“乡
来点去” 公费定向师范生培养机制，5年共
培养1545人。启动“双定向培养计划”，从建
档立卡贫困户子女中选拔一批优秀初中毕
业生公费到师范院校就读。2018年， 发放
1.28亿元各类贫困生资助， 免除8232万元
学杂费、材料费，惠及贫困学生31.57万人
次。

张琼琼是怀化鹤城区最北部一所农村
学校的特岗教师。任教6年来，他成立了一
支留守儿童篮球队， 用篮球点亮留守儿童
的梦想。学校被评为篮球特色学校、湖南省
篮球后备人才基地。 他和他的学生与中国
篮协主席姚明有了“零距离”接触。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地处湘、黔、桂
交界地区， 是一个仅27万人口的山区偏远
县。如今却成为了当地的教育高地，不少外
县甚至外省的学生慕名到靖州求学。2018
年该县高考600分以上71人，近3年来8人考
入清华北大， 综合成绩连续24年居全市前
列。2017年， 该县被授予“湖南省教育强
县”。

为了“山果”，我们一起加油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