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6月16日讯 （记者 周俊 通
讯员 阳伟书 童彩虹 刘晓宇）6月14日，
冷水江市财政局对扶贫项目资金拨付进度
和落实情况进行清查， 确保及时足额拨付
到位，为精准脱贫提供保障。该市今年预算
安排扶贫资金1682万元，目前资金拨付率
达100%，支付率达72.58%。

近年来， 冷水江市把脱贫攻坚作为首
要民生工程来抓，统筹整合各类资金，全力
保障脱贫项目实施，提高资金使用质量。市
里出台了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对

资金拨付、 资金使用以及项目建设与工程
质量等进行全面规范， 防止出现“边界不
清”等问题。并对乡镇（街道）财政、扶贫、经
管等站所负责人及村报账员进行培训，规
范扶贫资金核算，防止“跑冒滴漏”。强化资
金预算，按照“打足预算”原则，本级配套与
省级财政安排资金的比率达141%，远高于
上级90%的要求， 防止因资金问题影响项
目建设。

冷水江市还为扶贫资金拨付调度开辟
绿色通道，做到快速做计划、录指标、调资

金、做清算。遇到特殊急难情况，经办人采
取短信息方式报告获批后， 可先拨付资金
再补办审签手续。对上级专项扶贫资金，在
30日内下达资金指标，为扶贫工作及时提
供资金支持。

同时， 冷水江市强化资金监管， 严防
“灯下黑”，斩断伸向扶贫资金的“黑手”。严
格执行信息公开公示制度， 将扶贫资金使
用计划、分配及到村到户项目等，在政府门
户网站和乡镇、村公开栏及时公示，接受群
众监督。建设动态监管体系，对财政扶贫资

金预算安排、绩效目标、支付环节等实施全
流程监管。创新督查机制，对所有贫困村、
市直相关单位进行全覆盖、不定期督查，重
点清查扶贫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贪污侵
占、虚报冒领、截留挪用、吃拿卡要、优亲厚
友等问题，确保资金用在刀刃上。

湖南日报6月16日讯 （记者 宁奎 通
讯员 胡蓉）“社区环境卫生整治垃圾清运
费预计5000元，从集体产权房屋租赁费中
支出……”日前，张家界市永定区大庸桥街
道名流园社区党支部书记侯国定在居民代
表大会上，公布垃圾清运费“四议两公开”
结果。

“四议两公开”是指在村（社区）党组织
领导下， 对村级事务进行民主决策的一套
基本工作程序。其中，“四议”指村级党组织

提议、村支两委会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
民代表会或村民会议决议；“两公开” 指决
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

以前，在个别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各唱
一调，变成“两张皮”，不少惠民事项因此被
搁置。 近年来， 永定区梳理出村级财务开
支、危房改造、项目建设等8个方面16项村
级事务，要求通过“四议两公开”进行处理，
让涉及群众利益的事务由群众来商议和决
定，让权力管得住、群众做得主、监督看得

见，“两张皮”成为“一盘棋”。永定区还创新
设立区、乡、村三级“天门清风”微信监督
群，用好“村村响”广播，广泛宣传惠民政
策， 让群众对村里的大事小事都能及时参
与、监督。

同时，永定区将村级“四议两公开”规
范化监督管理工作，纳入村（社区）年度党
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 并督促联村干部
就这项工作进行常态化监督检查。 对于落
实村务公开不力、 擅自决策违规谋利并造

成不良影响的村（社区）负责人、联村干部，
予以严肃追责。

“四议两公开”强化了基层民主决策，
遏制了群众身边的腐败，密切了干群关系。
今年1至5月，永定区共受理乡村问题线索
166件，同比下降7.78%；登记受理信访件
117件，同比下降43.8%；扶贫领域侵占、截
留、套取资金案件大大减少，追缴资金17.7
万元，退还群众资金2.3万元，群众满意度
大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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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汉寿：蔬菜文旅节开幕
签约项目14个，总金额25.8亿元

湖南日报6月16日讯 （记者 鲁融冰 通讯员 钟
毅刚 范晖）今天，中国·汉寿第四届蔬菜文化旅游节
开幕。当天，汉寿县以节会搭台，集中签约项目14个，
总金额达25.8亿元。

这届节会为期3天，以“洞庭湿地、品牌汉‘蔬’”为
主题，通过举办菜商大会、商贸洽谈、观光体验等活
动， 集中展示汉寿蔬菜产业发展新成果与科技兴农、
文旅助农新模式， 拓宽产品销售和信息传播渠道，助
力蔬菜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乡村振兴。

汉寿是我省目前规模最大的专业蔬菜生产基地，
也是全国蔬菜生产重点县之一。去年，全县蔬菜种植面
积达到42.1万亩，总产量120多万吨，总产值16亿多元。

开福区：演练应急救援
湖南日报6月16日讯（记者 张颐佳 通讯员 李文）

今天， 长沙市开福区举办社会应急救援力量大比武
活动，教育、公安、应急、交通、安监等部门组织人员
现场演练并为群众答疑解惑。

基层应急救援队伍能迅速处置一般险情， 有效
遏制险情扩散蔓延。开福区历来高度重视此项工作，
不断完善相关制度、加大资金投入，并组织开展演练
培训，提高专业技能。同时，建设以应急、消防、公安
等专业救援力量为主力军，以园区、街道等基层救援
人员和第三方救援人员为辅助的应急救援队伍，以
迅速、有效控制灾情蔓延，最大限度降低损失。

6月底，该区投入1000万元建设的108座社区微
型消防站将全部投入使用。

宁乡：举办龙虾美食节
消费扶贫预计可增收200万元以上

湖南日报6月16日讯 （见习记者 李曼斯）6月15
日，宁乡市首届“湖溪龙虾”美食节在该市喻家坳乡
湖溪塘村稻虾基地举行。 这次活动以“实施消费扶
贫、助力乡村振兴”为主题，邀请8家单位作为消费扶
贫协作单位，在活动现场签约授牌。消费扶贫协作单
位将采购当地贫困户和农业产业合作社生产的农特
产品，预计可为贫困户增收200万元以上。

节会上，举办了“虾戏湖溪”启动仪式、“虾王争
霸” 烹饪比赛、“我为虾狂” 龙虾吃货比赛、“虾乐融
融”亲子趣味钓虾比赛等活动。现场还设有消费扶贫
美食街，分为美味龙虾、产业振兴、扶贫爱心超市等3
大展区。活动吸引近万人参加。扶贫爱心超市收集的
8个村47户贫困户共计13万余元的农特产品，在活动
当天销售一空。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李江辉 李斌

6月15日19时，江华瑶族自
治县消防大队接到报警称，一
对父子被困县城边一条河流
中，请求救援。

消防救援人员立即赶到事
发地点，了解得知，这名男子抱
着6岁的儿子从河坝抄近道回
家， 没想到连日下雨导致上游
河水猛涨， 当他走到离岸边30
米左右时， 湍急的水流没过坝
顶，还在不断上涨，他只好站在
坝中间一块高处，大声呼救。

情况紧急， 水性较好的救援
人员蒋国生、 卿鑫自告奋勇穿上
救生衣，身系绳索，跳入水中，奋
力向被困者游去。 但游到离被困
者两三米处，被水下漩涡、暗流阻
住，无法向前。

这时，天色渐晚，上游继续
泄洪导致河水急速上涨。 怎么
办？ 蒋国生提出一个大胆的想
法，由他沿河堤走到河坝上游，
带着绳索和救生衣顺水游到被
困人员身边救人。 可这样风险
很大， 蒋国生极有可能撞到上
游冲下来的漂浮物等受伤。

时间不等人， 蒋国生走到
河坝上游再次下水， 努力向被
困人员游去。 他在岸上的人提
醒下，不断调整方向，躲开水中
树枝等物。经20多分钟努力，蒋
国生终于游到被困者身边，把
绳索给对方系上。 在岸上人员
协助下，被困者终于获救。

冷水江 保障资金及时足额用于扶贫
今年扶贫资金拨付率达100%、支付率72.58%

权力管得住 群众做得主 监督看得见

永定区“四议两公开”强化民主决策

江华消防
河中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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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申志高 邓华鹏 刘泽西

云峰隐隐，武水潺潺。
6月13日上午9时，记者来到衡阳县武水

流域岘山镇田心村段。只见一条宽约20米的
河流由西向东蜿蜒流动。 河面干净整洁，河
水碧波荡漾，沿河两岸栽种的桂花、白杨、樟
树绿树成荫，枝叶如盖，郁郁葱葱，一群白鹭
徜徉天空,游走于水面，自由栖息。

“武水河流经岘山镇城头、田心、岘山
等13个村，镇内河流全长18公里 ,地处武水
河的中下游段。” 岘山镇党委书记周新生
说 ,“前几年， 武水河岘山段由于沿河一些
村民环保意识淡薄， 存在着乱丢乱抛生活
垃圾、生活污水直排、河流圈养鸭群等污染
河流的现象，致使河流水质污浊，绿水河变
成了‘牛奶河’”。

近年来， 岘山镇以落实河长制为抓手，
把武水河治理作为为民办实事的十大工程
之一。镇村两级共投入资金100万元，对武水
河岘山段进行集中整治，尤其对河道淤塞部
分进行疏浚，岸线崩塌河段进行平整，并对
河面漂浮物进行打捞，还对沿河违章建筑和
垃圾池进行拆除。

“共疏浚河道7.5千米，平整岸线崩塌河
段15处，共打捞生活垃圾、水葫芦等漂浮物
1500余立方米，拆除邻河厕所8座、垃圾池7
处。”周新生高兴地说，现在，整个武水河岘
山段河流清澈干净,水里重现了鱼虾游……

据衡阳县委副书记、 县长孙鹏伟介绍，
武水河发源于该县关市镇，河流全长60多公
里，流经关市、井头、岘山、西渡4个乡镇，系
蒸水一级支流，是衡阳县第二条大河。

当天上午10时，记者从武水河西到东沿
河而下，在岘山镇岘山村彭家码头，年逾五

旬的村民汪衡九正在河里清洗空心菜、苋
菜。“以前，村民莫说在这条河里洗菜。洗脚
洗脸皮肤都发痒。” 老汪甩了甩蔬菜的水珠
说，这几年，水变得好多了，儿时的武水河又
回来啦。

据介绍，2017年， 衡阳县专门成立河长
办。一名副县长担任武水河河长。河长负责
牵头县水利、环保、交通等职能部门和沿河4
个乡镇，成立工作专班。近3年来，衡阳县争
取中央水利建设资金近4000万元，先后对武
水河井头、 关市集镇段18公里长的河道，分
别进行了河岸加固、河道疏浚、岸线绿化等
措施，大大提高了河道的行洪能力，也为群
众提供了休闲去处。

“水绕青山青山翠，青山育水水流长。”
衡阳县委书记曾秀欣喜地说，6月上旬，经衡
阳市、衡阳县环境监测站采样分析，武水河
水质稳定达到了地表水三类标准。

“牛奶河”变“清水河”乡村振兴纪实

技术服务
进大棚

6月14日，保靖县复兴镇河边
村，农技员、驻村扶贫工作队员在
指导瓜农杨再友（中） 给西瓜授
粉。今年雨水天气偏多，对西瓜的
品质和产量带来不利影响。 近段
时间， 该村驻村扶贫工作队邀请
农技人员及时为瓜农提供技术指
导，帮助他们增产增收。

龙术娥 摄

荨荨（上接1版①）

监管不甩手———
巧松权力手，攥紧监管拳头
记者走访了解到，去年7月，粉面店老

板王坤在芙蓉区政务服务中心递交申请材
料、签下承诺书后，立马拿到了小餐饮经营
许可证。这天，芙蓉区成为我省第一个推行

“申请人承诺制”的区（县、市）。
“申请人无须再出具各类证明材料，审

批机关也不用现场踏勘。”芙蓉区行政审批
局局长张亚告诉记者，在传统审批模式下，
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要10个工作日；“申
请人承诺制” 将审批时间压缩到5个工作
日内， 若申请人符合法定条件， 也可当场

“领证”。目前，该区已有11个事项推行“申
请人承诺制”， 减少递交资料80%以上，办
理提速80%以上。

为做到放权不放任， 芙蓉区加强事中
事后监管。 如发放小餐饮经营许可证3个
月后，市场监管部门将进行现场核查，对于
虚假承诺的商家， 相关部门将按承诺内容
撤销行政许可，并将其列入“黑名单”，3年
内不得申办餐饮企业。

最近，某餐饮店就“中了招”，其负责人
肠子都悔青了，不得不把“日进斗金”的店

子盘出去。
“审管分离前，几乎所有基层监管人员

都得兼顾审批；分离后，我们不再是‘运动
员’兼‘裁判员’，反而能腾出更多精力去监
管。”芙蓉区市场监管部门负责人说。

芙蓉区还建立权责清单， 加强自我监
管。相关部门将监管主体、监管事项和监管
责任细化明确，事前介入、事中掌控、事后
跟踪。同时，区里完善“12345”市民服务热
线监督机制，要求相关部门接受群众监督。

记者在芙蓉区政务服务中心看到，这
里每个窗口都配备了服务评价器， 群众办
完事当场给予评价。 区纪委监委在此设立
“纪检现场监督岗”，全天接待投诉、举报，
并对每天“不满意”评价进行调查处理，强
化内部监管。

服务小能手———
当好“店小二”，网上办流动办

前不久，个体户刘晓宇通过“蓉易办”
办理审批相关事项，很快搞定了。“上‘蓉易
办’，办事真容易。”刘晓宇打起了广告。

“蓉易办”是芙蓉区移动端政务服务平

台，拥有办事服务、社会来信、政务咨询、社
会评价4项功能，旨在打造“不打烊的移动
政务大厅”。目前，“蓉易办”数据已与省“一
网通办”平台连通，实名认证和注册后，市
民可直接在线办理相关事项， 所需资料可
通过手机拍照功能上传提交，非常方便。

据悉，“蓉易办”上线前，芙蓉区“网上
办”比例已达95%以上。

芙蓉区行政审批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今
后还要进一步打通数据间壁垒，让各部门间
数据实现一次采集、多方共享。数据资源不
光要在政府内部共享，还要向社会开放。

群众少跑腿，数据就得多跑腿，工作人
员也得多跑腿。除“网上办”，芙蓉区还推出

“流动审批”， 不定期在辖区各商务楼宇开
展集中审批服务， 企业从递交资料到办结
发证平均不到1小时。

同时，为方便市民“就近办”，芙蓉区今
年将“下沉”213个政务服务事项，“街道的
事街道办，社区的事社区办”。并将政务服
务自助服务终端延伸至企业和楼宇， 办理
审批“触手可及”。

除常态化服务措施，“绿色通道” 助企

业解燃眉之急。目前，芙蓉区政务服务大厅
和隆平高科技园均组建了专业帮代办队
伍， 为园区企业和重点项目开通“绿色通
道”，全程帮办、无偿代办。

■蹲点感言

“一枚印章”管，
得靠改革推

邢骁

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 是深化 “放管
服”改革的重要举措。

曾经，“公章旅行”备受诟病，审批之弊
亟待破除。改什么、怎么改，都要瞄准百姓
痛点。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芙蓉区通过整
合机构和职责、优化服务流程、完善衔接机
制，审批不再各管一段，变为相对集中、综
合协同。这离不开部门机构审批“瘦身”等
“硬件”改革，也需要树立服务便民化理念
等“软件”升级，二者协同并进、互相促进，
就能让群众办事清爽舒心。

要想群众少跑腿，服务就该迈开腿。要
推动审批服务理念、制度、作风全方位深层
次变革，让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创新创业活
力充分释放。

行政审批“瘦身” 监管服务“健身”

荨荨（上接1版②）
今年， 浏阳市还对政府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

事项进行了全面清理，目前已取消相关事项21项，中
介收费也进一步降低。

“我们将从优化营商环境的每一个细节做起，持
续激发市场活力， 不断提升企业获得感， 切实打响

‘营商福地看浏阳’品牌。”长沙市委常委、浏阳市委
书记黎春秋表示。

“山盟海誓”结良缘
武陵源与天涯海角牵手打造

爱情旅游胜地
湖南日报6月16日讯 （记者 宁奎 通讯员 吴

勇兵）6月13日， 张家界市武陵源风景名胜区与海
南三亚市天涯海角游览区签订旅游合作协议，联袂
打造“山盟海誓”爱情旅游产品线路。这是武陵源深
入推进全域旅游发展，丰富旅游休闲产品，加强与
国内知名景区合作的一项重要举措。

天涯海角游览区以美丽迷人的热带自然海滨
风光、悠久独特的历史文化和浓郁多彩的民族风情
驰名中外，是游客向往的婚纱旅拍胜地和爱情旅游
胜地。武陵源被誉为“扩大的盆景，缩小的仙境”，有

“地球的生命之花”之称，是享誉世界的自然观光旅
游胜地、爱情旅游胜地。

这次双方商定，以山、海为主线，整合两地最具代
表性的旅游景区（点），共同打造跨区域“山盟海誓”旅
游线路产品，重点推出“张家界武陵源-海南三亚天涯
海角”精品旅游线路。同时，组织客源互送，加强相互间
的营销宣传，扩大“山盟海誓”旅游品牌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