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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8月1日讯 (记者 张斌 通
讯员 刘佳 )“我们按照相关规定，要求
周某收回了出租房屋， 并督促高桥镇加
强对其后续的帮扶。”昨天，走进长沙县
高桥镇集中安置点的一处安置房， 长沙
县易地扶贫搬迁工作联席办有关负责人
向记者介绍。不久前，长沙市易地扶贫搬
迁集中治理专项督查组来到该地开展实
地核查，发现搬迁户周某的安置房里，住
的并非他本人，而是出租给了他人。交办
给该县易地扶贫搬迁工作联席办后，该
问题得到有效整改。

今年来， 长沙市纪委监委聚焦易地
扶贫搬迁，不打招呼、直奔现场，赴长沙
县、浏阳市、宁乡市三个项目县（市）对
扶贫项目开展专项督查， 重点查找相
关职能部门是否存在底数不清、 把关
不严、 监管不力及检查频繁等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问题。期间，随机抽取6个
乡镇、5个集中安置点、25个集中安置

户、10个分散安置户、10个安置户拆
旧复垦情况进行了实地核查， 对36户
安置户进行了实地走访、个别访谈，发
现存在搬迁对象确定不精准、 安置房
空置或挪作他用、 项目工程建设管理
不规范、专项资金拨付进度滞后、各级
各类职能部门检查过多等问题。 督查
组将问题清单逐一交办整改， 并约谈
了4名相关人员。

宁乡在长沙各县市区中易地扶贫搬
迁户最多。“这个项目的中标方是一家企
业，但是施工合同上却变成了邹某，这是
明显的资质挂靠。”在核对巷子口镇易地
搬迁资料时，检查组发现端倪后，马上将
问题反馈给该市纪委监委。 该市纪委监
委向市规建局发出交办函。最终，中标公
司和邹某受到了行政处罚。

据悉，下一步，长沙市将加大整治力
度，进一步压实责任，确保搬迁户全部实
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脱贫”。

湖南日报记者 李曼斯
通讯员 王天花 周志敏

“姚董，听说宁乡污水处理厂要采购
一批设备，我们公司正好可以提供。有领
导和我们说了，本地企业要优先扶持，您
看能否关照下？”近日，宁乡市城建投公
司来了一群“不速之客”。

才一开口， 董事长姚福平就听出了
来意：“想承包工程没问题， 到招投标网
站去应标，我们非常欢迎。”

来人赶紧接话：“市领导说……”
姚福平打断道：“谁说都不管用，只

能按程序来。”
他见对方还想争取， 又道：“市领导

说扶持你们， 应该不会说给你们特殊便
利。 过几天就开标了， 你们去好好准备
吧。”

几人见姚福平“油盐不进”，只得尴
尬退场。

“在以前，‘打牌子’ 办事的人多得
很。我们也怕真得罪领导，还得客客气气
地婉拒一番。后来市委书记找我们谈话，
一席话，给干部带来尊严与底气。”姚福
平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7月8日，宁乡经开区党工委书记、宁

乡市委书记周辉按惯例对城建投公司负
责人进行谈话提醒，尤其对“打牌子”现
象进行了再三叮嘱：“城建投是‘打牌子’
的易发多发区。往后，任何打着我或别的
市领导‘牌子’的人，一律不信、不见、不
理、不办，并向上报告情况！”

“宁乡市委主要领导以上率下，以问
题为导向，在日常监督上抓细抓实，开展
常态化提醒谈话，让‘咬耳扯袖’时时有、
处处在，政治生态呈现清新气象。”宁乡
市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张毅介绍。

前不久， 坝塘镇一名干部因为在基
层工作10多年没被提拔，觉得工作不被
认可，心思有些涣散。该镇党委书记田奇
晖得知情况后与他促膝长谈， 这名干部
深受教育和感动， 他表示：“这次谈话指
出了我思想上的问题， 也充分肯定了我
的工作，既使我深受教育，又使我深受激
励。”

今年以来， 宁乡市各单位班子成员
认真履行谈话提醒制度， 开展廉政谈话
5057人次，提醒谈话3428人次，既筑牢
防止党员干部犯错误的第一道防线，让
党员干部认识到不足；又给予关心关怀，
让干部受到鞭策激励， 全市上下干事创
业氛围更加浓厚。

长沙市：

紧盯易地扶贫搬迁开展监督

湖南日报8月1日讯（黄柳英）7月31
日上午8时，室外气温逼近30摄氏度，永
州市近200名官兵、基干民兵不顾炎热，
手拿铁锹、簸箕、榔头等工具，对市区冷
水滩古塘社区周边环境进行整治和清
扫，助力永州市“六城同创”工作。

“军分区将与驻地干部群众一起，
创建和巩固文明卫生城市成果，还百姓
一个洁净的生活环境。” 永州军分区党
委副书记、 司令员熊壮介绍，“六城同
创” 是永州市一项重要的民生实事工
程。按计划，当前主要是整治古塘社区
人居环境，后期将修建一个供社区居民

休闲娱乐的活动场所，实现社区环境净
化、亮化、美化。

“攻坚克难，还看子弟兵，正是有他
们参与，活动才能进展得这么快。”经过
一个多小时的努力，社区容貌焕然一新，
职工楼内的群众纷纷走出门， 为汗流浃
背的基干民兵点赞。

近年来， 永州军分区积极支持地方
建设，主动服务地方经济，在7月上旬的
抗洪抢险中出动1000多名县域官兵和
基干民兵， 转移被困群众3000余人；先
后驻村帮扶和挂点联系24个贫困村，帮
助1000多户群众脱贫致富。

“攻坚克难，还看子弟兵”
永州军分区开展“六城同创”环境整治活动

“一席话，给干部带来尊严与底气”
———宁乡市开展提醒谈话谈出新气象

湖南日报8月1日讯（见习记者 邢骁 通讯
员 马成）快板《禁毒动员令》朗朗上口，长沙市
禁毒教育基地讲解员现场介绍毒品种类及
危害……近日，由长沙市禁毒办等单位主办的
“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百万市民禁毒签名进社

区活动，在芙蓉区东岸建材批发市场举行。
近年来， 芙蓉区全力健全完善禁毒责任体

系，广泛开展社会禁毒宣传，努力增强全民防毒
意识。同时，坚持涉毒犯罪露头就打、涉毒重点
人员管控到位、易制毒化学品管理规范有效、加

强涉毒场所管控工作等， 牢牢把握禁毒工作的
主动权。

该区严厉打击利用公共娱乐服务场所贩
卖、提供毒品，以及组织、介绍、容留、引诱、教
唆、欺骗、强迫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等行为，今
年上半年重点整治酒吧、慢摇吧、KTV等22家
场所，全区共破获涉毒刑事案件84起，抓获毒
品犯罪嫌疑人129名；同时开展禁毒宣传教育
活动164场，全力推动禁毒教育进学校、进楼
栋、进社区。

半年破获涉毒刑事案件84起

芙蓉区打防并举筑牢“禁毒墙”

走一线 访民情
8月1日，邵阳市隆回县纪检监

察干部在三阁司镇中洲村向日葵
种植基地，向农户了解扶贫项目实
施情况。连日来，邵阳市纪委监委
组织纪检监察干部下沉一线，通过
开门接访、田头走访、带案下访、进
村接访、上门回访等方式，着力擦
亮监督“探头”， 努力化解信访难
题，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毛超林 王昆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彭婷

7月28日早上6时许，湘潭市岳塘区下摄司
街道禾花塘社区党总支书记尹玉英被一阵急促
的电话铃声叫醒。

“尹书记，我家空调不出冷风了,这可怎么
办？”电话那头，77岁的杨惠仙言语急切。

“杨娭毑，你莫急，我马上就来。”挂断电话，
尹玉英迅速从床上爬起。

丈夫心疼她：“何必这么赶？ 吃了早餐再去
也不迟。”

“居民的小事就是我的大事，处理好了，居
民安心，我也放心。”说罢，尹玉英骑上电动车直
奔杨惠仙老人家中。

尹玉英到达杨惠仙家中时还不到7时，空调
维修师傅要过会儿才到。 尹玉英拉着杨惠仙的
手坐在沙发上，拉家常、问需求。杨惠仙的丈夫
去世早， 儿子没有固定工作， 每月靠低保金度
日， 是尹玉英重点关注的对象。“尹书记是我的
亲人，比亲人还要亲!”这是杨惠仙常挂在嘴边
的一句话。

8时30分， 空调维修师傅来了。 待空调修
好，尹玉英悄悄将师傅拉到一边，飞快地用微信
结了账。杨惠仙生活不易，她不忍心让老人出这
个钱。

“师傅，好多钱？我给你。”杨惠仙问。
“不要钱，这是社区志愿者，免费维修的。”

尹玉英“骗她”。

“谢谢!谢谢!” 杨惠仙话不多，总是重复说
着感谢。待尹玉英和维修师傅离开时，杨惠仙佝
偻着背，给两人鞠了一躬。

“那一刻，我的泪水在眼睛里打转。”尹玉英
说，作为一名社区书记，她常觉得自己做的都是
平凡小事，却总是被居民铭记于心，这令她感到
满满的幸福。

今年51岁的尹玉英已经在社区书记的岗
位上干了整整10年。社区事情繁多，琐碎复杂，
如何更好地开展工作？ 尹玉英养成了随身携带
笔记本的习惯。风动小区路灯不亮,要换灯泡；
友谊花园小区垃圾桶坏了,要修；禾花村小区王
师傅家楼道有马蜂窝需要处理……笔记本上，
密密麻麻写满了社区需要处理的事项。 每完成
一项，尹玉英就打一个勾。

“我平均不到半年要写完一个本子，每写
完一本，我都会保存起来，看着这些写下的字
和划下的勾， 觉得很有成就感。” 办公室里，
尹玉英打开柜子， 向记者展示被她珍藏的笔
记本。在她心里，这是近10年社区工作赐予
她的勋章。

“这些需要处理的事情，都是居民在电话里
告诉你的吗?”记者问。

“那可不全是，尹书记有她的工作‘秘笈’。”
一旁的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周晓玲说道。

这个“秘笈”不是别的，用尹玉英自己的话
来说，就是肯下“笨功夫”。她每天比别人提前
20分钟到单位，然后在小区里转上一圈，把看

到的问题记在本子上，再一一落实。
“都说‘脚步为亲，越走越亲’，在走访过程

中，我和不少居民成了朋友，他们都会热情地和
我打招呼、说情况。”尹玉英自豪地说。

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赢得民心。在尹玉
英的带领下，这些年，老旧小区众多的禾花塘社
区，面貌一天天改变，2万多平方米的“牛皮癣”
消失了，3453平方米的违章建筑拆除了，200多
车陈年垃圾和10多吨废旧家具清理干净了，
358个楼道的杂物不见了……

“以前我们这里没有健身的地方，是尹书记
多次向上争取， 才有了这么漂亮的社区文化广
场。”禾花村小区68岁的居民刘志明每天都要来
文化广场锻炼身体，在点赞社区环境时,脸上洋
溢着满满的幸福。

社区居民感谢她。“谢谢尹书记帮我解决了
家里的问题。”“尹书记自己多保重身体 !”……
尹玉英的手机里，这样的短信微信不少，这是她
前进的动力。

社会也都认可她。 尹玉英是湘潭市劳动模
范，今年在市、区总工会指导下，创立了“尹玉英
劳模创新工作室”，这是该市首个在社区成立的
劳模工作室。

“前不久，省里又下发了切实减轻基层负担
的文件，更让我觉得有了奔头。”尹玉英告诉记
者，10年的社区书记经历， 让她长出了丝丝白
发，额头爬上了皱纹，但是，她还愿意继续奋斗
下去。

“居民的小事就是我的大事”
———记湘潭市岳塘区禾花塘社区党总支书记尹玉英

爱国情 奋斗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