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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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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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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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家界航院40年
培育10万余名各类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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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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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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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查网络色情、 网络赌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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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
山果”，我们一起加油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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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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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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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开展
“净网2019”专项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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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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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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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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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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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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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福利彩票 3D 开奖信息
2019 年 5 月 19 日
第 2019132 期 开 奖 号 码

7 8 7

湖南省中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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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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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球： 04 05 06 08 13 18 蓝球： 16
下期奖池：606231938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7
127
1311
74663
1509549
7205057

中奖注数
（湖南）
1
3
54
2918
57916
249892

单注奖金
（元）
8216242
221591
3000
200
10
5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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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路上，
决不让一名残疾人掉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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