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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上官智慧 通讯员 张业红 李玲

“村里收支情况清清楚楚，村里的钱都花到哪，我
们全知道。 ”7月4日，桑植县上河溪乡上河溪村村民向
国胜，站在村务公开栏前乐呵呵地说道。

村务问题一直是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如何监管？
今年2月，桑植县在全县村居推行“村务监督评议会”制
度，对村级财务进行监督检查，规范“微权”、管好“微
官”、严惩“微腐”。

目前，该县共确立试点村23个，监督评议村级财务
支出、村基建工程建设等重大事项100余项，为群众解
决问题80余个。

“晒”出村民监督意识
“非贫困村产业引导资金是怎么分配使用的”“村

里饮水工程究竟花了多少钱” ……在河口乡塘坊村村
务监督评议会上，村民代表们一个个犀利的问题，使得
村支两委干部“红脸出汗”。 这是桑植县推行“村务监督
评议会”制度以来的一个缩影。

什么样的人才能监督评议村务？
“村支两委干部及其近亲属、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

人等，不得担任村务监督评议会成员，坚决防止既当裁
判员又当运动员。 ”桑植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肖运谋
告诉记者，为严格选配村务监督评议会成员，该县实行
乡村联审机制，注重从老党员、老干部、老劳模、老教
师、老复员退伍军人，工作积极、追求进步、致富能力强

的年轻人，有思想见地、正义直言、对村支两委工作敢
于监督的人三类人员中推选。

村务监督评议会的推行， 不仅提高了群众参与监
督的意识， 还充分调动了村民了解和参与村级事务管
理、加强对村级事务处置监督的积极性，做到了重大决
策群众参与、权力运行群众监督。

“晒”出干部廉洁自律
“村务监督评议工作做好了，党委政府的监督工作

就顺利多了。 ”人潮溪镇党委书记张太平表示。
今年3月， 人潮溪镇以溇阳村为试点开展村务监

督评议会工作， 通过联系领导和驻村工作队现场监督
会议开展村务监督评议情况。 截至目前， 该村已成功
召开4次会议， 成功化解涉贫信访隐患5起， 追回错发
惠农补贴1人次， 整改漏发补贴1人次， 退回不规范报
账手续7次， 整改发放失败补贴18人次， 化解矛盾纠
纷6次。

据悉，桑植县立足于源头治理、关口前移、惩防并
举，聚焦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确定“村务决策、村
务公开、村级三资管理、村级工程建设项目、惠农政策
落实”作为监督重点，实行县纪委监委班子成员联系区
域，部室干部联系乡镇、乡镇纪委联系示范村的布局，
以点带面，以示范带全面，逐步推行。 同时，还规定全县
纪检监察干部每人负责联系1至3个行政村（居、社区），
每月到所联系村（居、社区）现场监督“村务监督评议
会”召开情况，让村支两委权力阳光运行，稳固保障群

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晒”出党群连心桥
“居民在村务监督评议会上提出的安全隐患问题，

我们必须严格落实！ ” 在澧源镇汪家坪社区一组巷道
上，社区主任李小军与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李杰一道，
忙着给路面铺设防滑带。

“路灯很快就换好了，公路旁的野草清理了，听说
下个月还要给靠山的巷道安装扶手……” 该社区三组
居民刘伦细数着社区的各种好。 他说，针对每个月村务
监督评议会上提出的问题,社区基本上能及时解决，“这
样的会开得好，要继续开下去。 ”

为确保村务监督评议会议定事项得到落实， 桑植县
成立工作督查组， 通过现场指导、 电话抽查、 随机走访
等方式， 督查乡镇、 村（居、 社区） 落实“村务监督评
议会” 工作情况， 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提出整改意见， 督
促整改到位。

同时，该县还建立“三级审核、三级备案、一个平台
监管”工作机制，强化对涉农惠农项目资金监管制度执
行情况的监督检查，打通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

95岁沧南话“初心”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彭婷

7月8日，湘潭市博物馆。 室外雨声沥沥，室内掌声阵阵。
这一天，湘潭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第六次集中学习暨“学习
强国·莲悦分享”学习心得分享活动在这里举行。 此次集中
学习，一改往日在会议室讲课、听课模式，将“课堂”搬进了
博物馆。

活动现场，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湘潭大学教授
沧南等深情分享了自己坚定信仰、坚守初心的故事。 1个多
小时的活动，数次响起热烈掌声。

“人一定要有信仰。 共产党员的信仰，就是无论在什么
时候、什么地点、什么情况下，都始终坚定地相信、自觉地践
行马克思主义。 ”老教授沧南一上台，就赢得大家喝彩。

沧南今年95岁。 考虑到老人家年纪偏大，为减少对他的
打扰，活动主办方原本打算用现场连线的方式，请他用视频
分享自己的故事。

“不，我要到现场去！ ”沧南话语坚定。
当天，满头白发的沧南拄着拐杖来到博物馆，步履虽有

些缓慢，但精神依然矍铄。
“快请坐！ ”主持人搀扶着沧南，请他在事先准备好的凳

子上坐下。
“不用坐，我还是站着说吧！ ”沧南将拐杖靠着凳子放

下，接过话筒，开始讲述。
这时，台下响起热烈掌声。
以《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为题，沧南声音洪亮地站在

台上讲了约15分钟。 他说，我们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首先
要笃信，然后要深学，其次要力行，最后还要有不怕牺牲、敢
于斗争的精神。

话刚落下，又是一阵掌声。
“青年强则国强，当代中国青年是什么样，我们祖国的

未来就是什么样。 ”得知活动现场来了不少青年代表，沧南
特意寄语他们：守信仰、践初心。

“沧老在台上站着与我们分享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
本身就是一种信仰。 ”湘潭市委书记曹炯芳说。

“听完沧老的分享特别感动，自己的灵魂受到了一次洗
礼，也更好地理解了初心与使命。 ”岳塘区委宣传部常务副
部长张治湘说。

被评为第九届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的韶山冲
派出所也派来3名代表，同大家分享了他们的初心故事。

宁乡发展制造业
有了“智囊团”

湖南日报7月8日讯（见习记者 李曼斯 通讯员 瞿辰）
7月7日至8日，宁乡英才大会装备制造专家对接会召开。 会
议现场，有80余名专家学者加盟的宁乡装备制造产业专家
指导委员会正式成立，成为宁乡装备制造业的“智囊团”。

此次活动专家阵容庞大， 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
周祖德等80余名专家聚集宁乡，走进园区为制造业发
展出谋划策。

“我认为宁乡制造业已形成特色明显、龙头突出的
架构，基本配套和产业链初具雏形。 同时，也有行业排
头兵缺乏、新兴装备制造产业尚未形成规模、智能制造
产业支撑基础相对薄弱的短板。”周祖德认为，接下来，
宁乡应进一步做强做优主导产业， 积极培育和发展新
兴制造产业，特别需要加强与高校及科研院所合作。

据了解，今年4月，宁乡召开六大产业链企业代表座
谈会，并下沉各园区、重点企业进行走访调研，了解到企
业迫切需要高端人才。 为此，宁乡市召开英才大会装备制
造专家对接会，搭建高端人才与企业沟通联系的桥梁。

拿出“明白账”
乡村好清爽

群众点赞津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湖南日报7月8日讯(通讯员 易盟 记者 肖洋桂)清清
池塘、别致亭舍、美丽屋场，不见一点儿垃圾，连菜园子也
精心打理、清清爽爽……今天，记者走进津市白衣镇白衣
庵社区，村民们用“焕然一新”形容村里的变化。

该社区党总支书记李荣贵说，环境整治从4月初动
工到5月中旬收尾，总共投入120万元，整治效果大于预
期。 这得益于跟百姓算清了“明白账”，怎样整治、怎样
用钱、怎样管理，都向群众交了底，让群众感到这是自
家事，心齐气顺主动参与。

今年，津市被列为全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示范县，积
极推进37个村居的环境整治项目建设， 总投资2.08亿元。
为确保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专项资金用在实处， 该市财政
部门联合津市纪委监委推出了环境整治“明白账”的管理
规定，要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一律做到“三公示”。 做
哪些事、 怎么做， 都要经村民代表大会和村小组会议通
过，向群众讲明白。 所有资金收支都要公示，让群众看明
白。 项目竣工验收须邀请群众代表参与，使群众明白钱用
在哪里，出了哪些效果。 该市纪委监委、财政部门还组织
了多轮工作督导，检验实施效果。“明白账”制度的实施，
得到了当地群众的普遍点赞。

村务“晒太阳” 村民喜洋洋
———桑植县推行“村务监督评议会”制度纪实

� � � �湖南日报7月8日讯（见习记者
上官智慧 通讯员 田锐 陈丽丹 ）
精准扶贫，你我同行；千里自驾，助
力振兴。 7月5日至7日，“硒有慈利”
千人百车自驾消费扶贫红色之旅，
在张家界市慈利县火热上演，来自
湖南、湖北、重庆、江西、贵州等地
近1000名游客，组成7支车队逾百
辆自驾车游慈利， 探秘民俗风情，
助力精准扶贫。

在为期3天的旅行中，7支车队
在零溪镇朝阳地缝，溪口镇樟树村
红军树、古韵溪，甘堰土家族乡红
岩岭以及三官寺土家族乡禾田居

等地，用心感受慈利厚重的历史人
文， 用情探寻可歌可泣的红色故
事， 实地体验丰富的风土人情，宣
传脱贫攻坚的喜人成就。

慈利县素有“金慈银澧”“张家
界的东大门”之称，全县一半以上
表层土壤达富硒标准，天然富硒品
位高，独特的气候和土壤条件孕育
了慈利百余种含硒农产品。2017年
11月，湖南首个全品类县域公用品
牌“硒有慈利”正式使用。

游客们在溪口镇体验了拦门
酒、山歌联唱、土家长龙宴等项目
后，兴致勃勃前往品尝和购买标有

“硒有慈利”品牌的优质农特产品。
来自浙江金华的罗丹华，好不容易
排队买到大鲵，又“转战”展台排队
购买富硒大米。

近年来， 为巩固提升脱贫攻坚
成果，慈利县全力打造“富硒农产+
特色美食+魅力景点+浓郁风情”的
一站式“硒有慈利”公用品牌，着力推
动富硒农业产业和特色乡村旅游业
发展。截至今年4月，慈利全县含“硒”
字品牌产品的生产加工企业达16
家， 占全县农产品销售额的40％以
上，总产值达8.5亿元，提供就业岗位
4500个，助力1100人精准脱贫。

千人百车自驾体验“硒有慈利”

学习扎染 传承非遗
7月8日， 龙山县思源实验学校， 孩子与家长一起学习扎染技艺。 此举既丰富了暑期生活， 又传承了非

遗文化。 曾祥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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