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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6月10日讯（见习记者 蒋茜 通讯员
陈健林）“跟进污水处理厂施工进度。 ”“组织村
民栽种荷花苗。 ”……6月初，在江永县夏层铺
镇高家村，记者翻开驻村扶贫干部周桂生的笔
记本，10多项工作清单记得密密麻麻。 周桂生
说，今年初，县里出台减负措施，会议和督查考
核明显减少， 他们可以腾出更多时间做工作、
抓落实。

今年以来，江永县推出系列举措，做好基
层减负“加减法”，促使广大基层干部“轻装上
阵”，集中精力抓各项工作落实。

做“减法”，为基层干部“减负松绑”。 该县
推行“1+X”会议模式，整合各类会议，严控会
议次数和时间，严格审核把关会议文件，倡导
开短会、讲短话、发短文、少发文。今年1至4月，
全县各级各部门发文数量和召开会议数量，同
比分别减少38%和31%。针对督查考核事项多、
内容过细的问题， 该县不断完善考核方式，能
撤销的坚决撤销，能合并的坚决合并。同时，根
据各基层单位的不同职能进行个性化、差异化
配置，力争降低留痕事项在考核中的比重。

做“加法”，让基层工作提质增效。 为提升基

层干部服务能力和综合素质，该县严格落实党员
学习制度，大力开展“质效提升年”活动，加大干
部培训力度，不断完善干部知识结构。 建立干部
考核激励机制，对干实事、办好事、引领好作风的
优秀基层干部，做好标杆打造和榜样宣传。

通过有效“加减法”，该县各项工作大幅提
速。今年以来，该县将“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
延伸至全县9个乡镇， 很快实现了村级网上政
务服务全覆盖。 截至目前，各村便民服务中心
已办结相关事项2.1万余项， 办结率达100%，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

� � � �湖南日报6月10日讯 （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黎治国） 雪莲果不愁销路、 价格保底， 年底
还可在合作社分红， 桑植县走马坪白族乡前
村坪村贫困群众的日子越过越好。 6月上
旬， 前村坪村党支部书记周岐善告诉记者，
这几年,村里将支部建在合作社， 党员带头示
范， 农户种上雪莲果， 人均年纯收入超4000
元。

前村坪村的变化是该县党建扶贫的一个
小缩影。 近年来， 桑植县将党建工作融入脱
贫攻坚全过程， 着力发挥党组织在扶贫攻坚

中的核心作用， 让每一个农村党组织都成为
脱贫攻坚的坚强战斗堡垒， 让每一名党员都
成为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开路先锋， 实现党
建与脱贫攻坚良性互动， 党建优势转化为扶
贫优势。

为了让党员真正在脱贫致富中发挥引领
作用， 该县按照“支部建在产业链上、 党员
聚在致富路中” 的思路， 鼓励党员示范户和
产业带头人， 领办专业合作社发展产业， 带
动群众共同富裕。 目前， 全县在各类产业基
地、 民办企业、 两新组织中建立党支部24个，

基层党组织领办专业合作社、 农业专业协会
16家， 吸纳4800余名贫困人口在家门口就业，
人均年收入增长2000元以上。

同时， 该县开展“就近联身边带” 党员
先锋行动， 发动7840名农村党员联系左邻右
舍3.5万户， 通过邻里恳谈会、 田间互助组、
产业微讲堂,带动群众发展产业， 促进乡村振
兴。 去年， 桑植县95名致富能手主动加入党
组织， 在党员队伍中培养致富能手300名， 51
名党员致富能手被选为村党支部书记， 贫困
发生率由2014年的24.5%降至去年的4.93%。

通讯员 林江月 湖南日报记者 龚柏威

在刚刚过去的端午节，王本树和侄儿
“义伢子”9年来第一次在一起过节。

“我们叔侄能和好如初，多亏了安化
县人民检察院。 ”王本树有点激动地说。

王本树是安化县东坪镇柳坪村村民，
9年前，因宅基地与同村的侄儿“义伢子”
发生纠纷。 激怒之下，“义伢子”把王本树
打伤住院，他自己也因“故意伤人”进了监
狱。

法院判决“义伢子” 赔偿王本树6万
元，但“义伢子”人到中年还是个单身汉，
经济条件不好。 王本树借了10余万元住
院，出院后不但干不了农活，还要长期服
药，加上妻子、儿子也长年生病，王本树家
成了建档立卡贫困户。

另一边， “义伢子” 出狱后， 不幸
患上“尿毒症”，每月都要住院，干不了体
力活，成了兜底贫困户，虽有心赎罪却无
力赔偿。“都成了贫困户，这笔赔款是指望
不上了。” 王本树说， 那些年他又伤心又
失望。

去年，安化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朱长
均到王本树家走访， 问他有什么困难，王

本树就说了这件事。“朱检当时没表态，说
他要了解一下，我当时想这可能是在敷衍
我了。 ”王本树说。

“隔了几天，又有几个穿制服的人来
我家，说是检察院的，找我问了话，作了笔
录，听说也找了‘义伢子’ 问了话。这一去
又是几个月，我每次想问又不好问。”王本
树说，村干部告诉他，可能会有笔司法救
助，他虽然是第一次听说这个词，但隐约
觉得会有希望。

朱长均介绍， 检察院对口帮扶中，了
解到王本树的情况后，发现其符合司法救
助标准，随即启动司法救助程序，并安排
检察官专门办理。经向上呈报、严格审批，
最终王本树从益阳市委政法委专项资金
中获得5万元救助金。

“救助金”发放的那一天，王本树家里
挤满了人，有亲戚、有村民，“义伢子”也在
其中。“救助金”发放后，安化县人民检察
院驻东坪镇柳坪村工作队队长、村党支部
第一书记夏耀辉将王本树和“义伢子”的
手搭在一起，说：“亲情很重要，陈年往事
就此化解好不好？ ”

“义伢子”对着叔叔流出了眼泪，王本
树也很激动，给了侄儿一个大大的拥抱。

� � � �湖南日报6月10日讯 （徐德荣 聂沛
文兰）6月7日晚上，南岳首部“麻姑献寿”
主题灯光秀在衡阳市南岳区万寿广场正
式首映，如梦如幻、大气磅礴的灯光秀为
观众带来了一场视觉盛宴。 这是南岳区
为增加南岳夜间游览内容、拓展南岳旅游
链条、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而作出的创新
之举。

为增强灯光秀的参与度，满足观众祈
福需求，南岳区开发了手机小程序。 当晚
7时40分， 寿坛城墙上投影出二维码，
观众可通过扫描二维码进入小程序， 并
上传祝福的话语和图片。 灯光秀放映结
束后， 系统将随机抽选观众祝福投影至
城墙上。

晚上8时，只见驾鹤峰上空笼罩着一

层幽蓝色的光纱，“宇宙最初漆黑迷蒙一
团，创世之神盘古劈开混沌……最终左臂
化南岳衡山。”伴随着音乐，“麻姑献寿”主
题灯光秀开始变幻起来，五彩缤纷，美妙
绝伦，引人入胜。

据介绍，“麻姑献寿”主题灯光秀首映
后将实行常态化放映，5月至10月放映时
间为每周三、 周六晚上8时18分，11月至
次年4月放映时间为每周六晚上7时30
分，观音诞、圣帝诞、除夕等节庆日放映时
间为晚上8时。

据悉，此前南岳夜间旅游项目已有非
遗音乐会《望嶽》。 它将皮影、禅茶、山歌、
戏剧、 弹词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其中，
展现了非遗文化之美，结束了南岳“白天
看庙，晚上睡觉”的传统旅游时代。

南岳“麻姑献寿”主题灯光秀首映

� � � �湖南日报6月10日讯 (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黄道兵)今天，记者从常德市土壤
污染综合防治先行区建设推进会上获悉，
今年，该市将力争新增受污染耕地安全利
用面积8.2万亩， 种植结构调整面积新增
7.1万亩，并完成120个建制村环境整治。

常德市是全国6个土壤污染综合防治
先行区之一。 近年来，该市在土壤污染源
头预防、风险管控、治理修复、监管能力建
设等方面先行先试、积极探索，土壤污染

综合防治取得成效。 目前，已建立土壤基
础数据库， 完成了116个土壤污染企业、
107个疑似污染地块和7个生活垃圾填埋
场摸底调查。

这次会上， 常德市要求在今年底前，
查清全市固体废物特别是危险废物产生、
贮存、转移、利用、处置情况。 同时，加强测
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工作，确保2020年全
市主要农作物化肥农药使用量实现零增
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达到90%以上。

常德加强土壤污染综合防治
今年力争新增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面积8.2万亩

一起司法救助 救回一段亲情

巧做“加减法” 工作大提速

江永基层干部“轻装上阵”抓落实

就近联身边带，支部建在产业链

桑植党员领跑农民致富路

� � � �湖南日报6月10日讯 （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杨庆 李卓林）近日，桂阳县和平
镇长城村村民廖土英从村干部手上接
过1557.9元生态扶贫款开心地笑了：
“原以为这笔钱打水漂了，没想到还能

重新领回。 ”
今年3月，桂阳县纪委监委接到郴

州市纪委监委转来， 关于和平镇长城
村生态扶贫领域问题线索后， 立即组
织林业等相关部门进行调查核实。 经

查，2010年至2017年，和平镇长城村村
民认为部分林地丈量面积比实际面积
少，不同意按丈量面积计算，导致生态
扶贫款未及时发放到位。 村民误认为
村干部贪污生态扶贫款， 多次向上反
映情况。

桂阳县纪委监委对生态扶贫领域问
题严查快办，目前，廖土英等20余户村民
的生态扶贫款66032元全部发放到位。

桂阳县纪委监委严查快办
长城村20余户村民领到生态扶贫款66032元

湿地公园放牧，
违规！

6月10日，长沙市洋湖湿地公
园北侧区域， 几匹放养的马在吃
草。 据周边居民反映，近一两年，
经常有人将马放养在靳江河风光
带或临近的湿地内。 据国家林业
局2017年底印发的《国家湿地公
园管理办法》 第十九条规定： 除
国家另有规定外， 国家湿地公园
内禁止擅自放牧、捕捞、取土、取
水、排污、放生行为。 希望有关部
门加强管理，养殖户自我约束，共
同维护好我们的湿地资源。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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