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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护眼睛 从小做起
6月5日，省水利厅幼儿园，眼科教授陶利娟给孩子们讲解有关眼睛的知识。当天，该园

开展“爱护眼睛，从小做起”爱眼日主题活动，邀请省儿童医院眼科专家团队，为近300名小
朋友进行免费眼健康筛查，并开展眼保健知识讲座，引导孩子从小养成爱眼护眼的好习惯。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湖南日报6月5日讯 （通讯员 余文婷
记者 余蓉）“蜜桃森林”APP可助力贫困地
区销售黄桃，“樱花屋”APP是动漫和手办
爱好者的聚集地，“途拍”APP让你的旅途
照片更出色……6月1日，2019年湖南省大
学生电子商务大赛决赛在湖南商学院举
行， 全省39所本科高校的100支团队在赛
场上展示了各具特色的参赛项目， 也展示
了大学生创客的创新风采。

十里桃林青春扶贫团队研发的“蜜桃
森林”APP， 是一个以黄桃销售为中心，集
娱乐、生活与公益于一体的线上交易平台，

旨在帮助贫困农民推销滞销黄桃， 平台功
能包括产品销售、虚拟种植、小蜜生活圈、
扶贫在路上等几大板块， 用户可以通过在
平台交易获得能量进行虚拟种植。据了解，
这一平台即将进入市场推广阶段。

本次大赛还特别设置了跨境电商专项
赛， 包括出口跨境平台实战资格赛和产品
出口营销策划现场赛。fly无人机团队的
“消费级无人机产品出口销售”项目引起关
注，该项目主要经营消费级无人机，通过在
第三方电商跨境平台上建立店铺， 将国产
优质、性价比高的无人机销往全世界。

湖南日报6月5日讯（记者 何金燕）昨
天， 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湖南环境资源司
法保护白皮书及典型案例。2018年， 全省
法院共审结各类环境资源案件2389件，其
中刑事案件519件，2551人被判刑，判处罚
金和赔偿金额共计7380万元。

2018年以来， 全省法院积极开展保护
湘江“母亲河”、洞庭湖“母亲湖”专项集中审
判执行“春雷行动”和“秋季攻势”，依法惩处
污染环境和破坏资源犯罪行为，保障自然资
源和生态环境安全，严厉打击了破坏环境犯
罪分子，震慑了不法分子；依法审理环境资
源民事案件，将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作
为重要裁判因素予以考量，促进生态环境恢
复改善和自然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充分发挥
行政审判的监督职能，全省法院去年共审结

各类环境资源行政案件429件； 把环境公益
诉讼案件的审理作为环境资源审判的一项
重要任务，2018年以来全省法院共审结各
类环境公益诉讼案件60件。

据介绍，全省法院立足湖南“三山四
水两湖”和“有色金属之乡”地理环境生
态实际， 构建了跨区域集中管辖的专门
化审判格局。推进案件归口审理模式，进
一步加强与检察机关的沟通协调， 完善
与环保行政机关的协调联动机制。 探索
生态恢复性司法机制， 引导并监督犯罪
嫌疑人、 被告人对破坏的生态环境进行
修复，实现惩处犯罪和环境修复并重。加
强环境资源审判调研和理论研讨， 培育
和发布典型案例， 促进社会公众环境保
护意识进一步提升。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王昆 曾湘良

“这水很清很凉，真的很感谢你们。”
5月30日，隆回县滩头镇洞木亭村村民罗

翔凤捧起刚刚接通的自来水， 满意地对前来
回访的县、镇纪委工作人员说。

今年3月，群众向纪委举报反映该村修建
的5口水井是“烂尾工程”， 村民饮水存在难
题。收到举报后，隆回县纪委立即展开调查，
推动饮水工程顺利竣工， 圆满解决了该村用
水难、取水烦的问题。

这是隆回县强化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
题专项治理，“靶向施治”护航脱贫攻坚，着力
提升群众幸福感的缩影。

牵住“牛鼻子”，打通脱贫攻坚
“中梗阻”

“在扶贫工作中，存在以会议贯彻会议、
工作作风不实、走访不到位等问题……”

近日， 在隆回县扶贫工作领导小组2019
年第11次扩大会议上， 县委书记王永红对县
公用事业局驻三阁司狮子山村帮扶工作队的
点评，直面问题，直戳痛处。

据了解，今年该县已先后对11个乡镇、行
业单位和帮扶工作队进行了点评， 不断压实
脱贫攻坚工作责任。

为扎实推动脱贫攻坚，隆回建立健全县、
乡、村三级脱贫攻坚责任体系，明确所有县级
领导、部门和乡镇主要领导及分管领导、驻村
帮扶工作队长、村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帮
扶责任人等9个层面工作职责。县扶贫领导小
组对全县脱贫摘帽攻坚工作一周一调度、一
月一小结、一季一考核。

“盯紧‘一把手’这个‘关键少数’，紧紧牵
住脱贫攻坚‘牛鼻子’；盯紧行业部门这个‘关
键环节’，彻底疏通脱贫攻坚‘中梗阻’。”王永
红介绍，去年，县纪委监委就对2017年排名倒
数第一的高平镇原党政班子集体进行了履责
约谈，该镇原党委书记、原副书记、原常务副

镇长3人被免职。
专项治理中， 该县还重点盯住产业扶贫

项目、 易地扶贫搬迁项目、 扶贫基础设施项
目，推动职能部门履行监管责任。今年以来，
隆回已在扶贫领域追责问责336人，追缴资金
527万元，退还群众资金257万元。

今年2月，县纪委监委发现该县2016年实
施的危房改造项目中存在层层转包问题，随
即组成调查组展开调查。不久，该县住建局原
局长因违纪违法问题被留置， 分管副局长被
立案调查。 县住建局对全县2013年以来实施
的14303户危房改造户逐一排查， 发现问题
4202个，目前已完成整改45%。

一体协调联动，紧盯群众身边
“微腐败”

“81个巡察组、427名人员围绕扶贫开发
专项资金使用情况， 实地查看项目207个，发
现问题94个， 移交问题线索75件……”6月1
日， 隆回县委巡察办向县委常委会汇报了村
级扶贫专项巡查进展情况。

“在专项治理中，隆回县对25个乡镇（街
道）、572个村（居）进行脱贫攻坚专项巡查，瞄
准老百姓身边‘微腐败’，打通巡察监督‘最后一
公里’。”该县纪委书记、监委主任邓闽榕介绍。

今年3月，该县开展村级扶贫领域专项巡
查时， 发现周旺镇原谭家村党支部书记侵占
群众退耕还林补助款的问题线索。 镇纪委第
一时间上报县纪委。县纪委组织力量调查，最
终查实了该村支书谭和平侵占群众退耕还林
补助款2.6万元的事实。今年4月，谭和平被给
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为实现靶向监督、精准执纪，该县纪委监
委将全县25个乡镇（街道）组成6大片区，探索
实行“纪委监委班子成员主导，乡镇纪委、纪检
监察室、派驻纪检监察组、巡察机构一体融入，
力量一体整合，工作一体推进，绩效一体考核”
的县乡纪检监察一体化工作格局，让监督力量
由单打独斗变成合力作战。此外，还督促19个

行业扶贫职能部门认真履行监管职责，加强协
作配合，实现线索互通、信息共享、工作联动。仅
今年5月，县直有关部门、县委驻村办、县脱贫攻
坚指挥部就移交问题线索56件。

以案为鉴强震慑， 以案促改
重实效

5月31日，隆回县纪委常委、监委委员范
中君在该县思源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小区
门口，与搬迁户王龙初拉起了家常。

范中君是该小区项目的挂牌监察负责
人，这已是他今年第7次来现场察看了。

今年，隆回县纪委监委成立两个监察组，
对县城思源小区、 兴业小区两个易地扶贫搬
迁集中安置点项目进行挂牌监察， 对项目建
设和责任单位履职情况开展全过程监督检
查。这是该县以案促改的一项重要举措。

以案促改中， 隆回对2016年以来全县易
地扶贫搬迁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拉网式巡查，
发现问题369个。县纪委监委对所有问题直查
直办，对36人进行追责，推动369个问题逐项
整改销号。目前，该县易地搬迁2423户9665人
已全部安置到位。

今年4月底，县纪委监委又向县发改局党
组发出一份“辣味”十足的纪检建议书，提出
整改意见。随后，该县在对易地扶贫搬迁户的
房子全面排查时，再次发现问题53个，目前已
有22个整改到位。

以案为鉴，以案促改，带来良好实效。去年
以来，隆回共通报扶贫领域典型案例105件，点
名道姓曝光283人，发出纪检监察建议书72份，
督促整改执纪不严、 履职不尽责等突出问题
1123个，完善规范性制度15个。利用查办的“活
教材”， 在县乡村三级开展警示教育1200余场
次，让27000多名党员干部接受了纪律教育。

采访中，邵阳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曾市
南告诉记者，“我们将强化精准思维， 始终盯住
群众反映强烈、损害群众利益的人和事，深入推
进专项治理工作，以精准监督护航精准脱贫。”

审结各类环境资源案件2389件

湖南法院晒2018年度
环境资源司法保护“成绩单”

全省39所高校学生
比拼电商创意

大学生创客展示创新风采

湖南日报6月5日讯 （记者 李传新 通讯
员 梁辉 张兰艳） 为了让近视朋友拥有更多

“甩掉眼镜”的选择，湖南省人民医院近期开
展全飞秒激光近视手术大型公益活动， 为符
合条件的贫困学生提供5个手术全免（21800
元/双眼）名额和20个手术优惠名额（每人减
免5000元），4名获得手术全免资格的贫困学

子昨天来到医院进行术前检查。
6月6日是第24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

主题为“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
一个光明的未来”。为让更多的近视眼患者享
受最新的医疗技术， 湖南省人民医院今年引
进先进的激光近视治疗设备———全飞秒激光
手术设备。 该院眼视光医学中心主任王华教

授介绍，激光近视手术自诞生起，经历了激光
光学角膜切削术(简称PRK)、准分子激光原位
角膜磨镶术 (简称LASIK)、飞秒联合准分子
激光手术(简称Fs-LASIK)、全飞秒激光四个
发展阶段。 全飞秒激光手术全程无需制作掀
开式角膜瓣，而是用全飞秒激光，在角膜内部
通过二次深度不同的层间爆破， 将要切削的
角膜基质完整塑形，然后通过一个2～4mm的
微小切口取出，完成手术，让患者的手术更安
全、更微创、更舒适。

省人民医院开展近视眼手术公益活动

湖南日报6月5日讯 （记者 李传新 通讯
员 梁辉 黄婕）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近日在省
人民医院马王堆院区首次举行空地一体中毒
创伤联合卫生应急演练。

本次演练是我省卫生健康委2019年度卫生
应急防灾减灾大型活动———模拟重大危险化学
品爆炸事故救援演练。救援演练依照《香港重大

危险化学品爆炸事故卫生应急演练流程》，结合
《湖南省突发事件紧急医学救援预案》《湖南省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湖南省突发中毒
事件卫生应急预案》等预案进行。应急演练所有
科目完成后， 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祝益民对演
练情况进行总结。他表示，此次演练参与抢救的
医院众多，公安、应急、消防、卫生等部门配合密

切，整个过程紧张有序，团结协作，充分体现了我
省应对特大化学中毒事故灾害应急救援综合应
急能力和救治水平。

在当天举行的湖南省灾难应急救援研讨会
上，特邀香港灾难医疗学会主席陆卫光，国家应急
管理部直属应急总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张涛，著
名急救专家、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祝益
民等专家，围绕“应急管理与能力提升”“灾难医疗
与民间辅助力量”“直升机航空医疗救援的发展与
实践”等主题进行授课和实务工作经验交流。

我省首次举行空地一体中毒创伤联合卫生应急演练

“靶向施治”护航脱贫攻坚
———隆回强化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掠影

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