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走的洞庭湖水利百科全书”

湖南日报8月11日讯 (见习记者 李杰
通讯员 刘英启)近日，常德市武陵区印发“扶贫
领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21项负面清单”，对扶贫
民生、惠民资金、基层干部作风等问题，加大执
纪审查、通报曝光力度，维护群众切身利益。

今年来，武陵区聚焦扶贫领域，重点整治
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 监督责任落实不力、扶
贫资金使用不规范、项目建设不合规、扶贫实
效不明显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并将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专项整治主体责任纳入党风
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倒逼工作落实。

为确保工作实效， 武陵区纪委监委采取逐
户走访等方式，将扶贫领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问题督查与其他专项整治督查有机结合， 对发
现的问题建立专门台账、实行编号管理，并要求
相关部门限时办结。目前，该区已开展专项督查
4次，督查单位24家，发现问题线索11条，通报曝
光3批次，立案3起，处理处分1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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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8月11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谢古 曹志忠 ）连日来，资兴市东
江街道粟脚村村民杨江平、 李恒志等156
人，分获该市农商银行30万元以下的不同
级别“金融授信”。村党支部书记何庆东深
有感触说：“通过‘整村授信’，村里产业项
目所需资金终于有了着落，村民集中安置
建房贷款也有了，大家期盼多年的住房问
题可以得到解决了。”

乡村振兴中，建房购屋、发展产业、创

办企业等都需要资金。随着乡村振兴逐步
推进， 农民群众资金缺乏问题日益突出。
为满足乡村群众金融需求，今年3月，资兴
市委、市政府和资兴农商银行联手，探索
开展“党建共创·金融普惠”惠民服务，启
动实施“整村授信”工程，解决群众“贷款
难”。该市以“党建共创”为引领，各乡镇
（街道）党（工）委与资兴农商银行党委建
立党建共创合作机制，资兴农商银行各支
行党支部与部分村（社区）党支部联建，由

市委组织部选聘40名资兴农商银行支行
行长、部门经理担任“金融村官”，派驻村
（社区）挂职村（居）委会主任助理。“金融
村官”参与党建共创，宣讲金融政策、实施
“整村授信”，拓展金融服务渠道，帮助发
展产业。

在“整村授信”工程实施中，资兴市党
建结对共建双方对村民进行走访调查，采
集信息、升级授信，确保评级面达100%、
符合条件的村民授信面达100%， 力求将

结对村建设成“信用村”“乡村振兴示范
村”。 资兴农商银行还在结对共建村建立
金融服务站，布放“自办金融服务终端”金
融设备，开展小额存取款、转账、交费、社
保缴纳等服务，让老百姓在家门口享受便
利的金融服务。

据了解， 资兴市“党建共创·金融普
惠”活动开展以来，已采集农户信息3.2万
份，为5100多户农户发放农业贷款6168万
元，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

湖南日报8月11日讯 （记者 陈鸿飞
见习记者 王梅 通讯员 唐春晖 陈航一
雷铭钧）8月4日上午， 衡阳县演陂镇昇平
村年逾六旬的五保老人戴明社步履蹒跚，
来到县法律援助中心。老人握着中心负责
人的手感激地说，要不是县法律援助中心
及时提供法律援助，帮他解决了医疗费用
问题，恐怕他的右脚会保不住。

7月3日晚上，戴明社在衡邵公路旁行
走时，不慎被一辆挂邵阳牌照的小客车撞

伤右脚，造成粉碎性骨折。肇事司机交了1
万元医疗费后，不再管这件事。昇平村法
律联络点接到村干部求援电话后， 向镇、
县法律援助部门报告，立即启动法律援助
简易程序。通过开展援助行动，邵阳籍司
机和保险公司共赔偿老人医疗费等各项
费用11.4万元。

据了解，2017年以来， 针对一些经济
特别困难的家庭，如老弱病残、五保户、低
保户、贫困户等，请不起律师、打不起官

司、需要法律援助的问题，衡阳县司法局
降低援助门槛、简化办案程序，并积极构
建便捷的法律援助服务网络，打造法律援
助“半小时工作圈”，把法律援助送到老百
姓家门口。县里加大投入，建设法律援助
中心。中心实行“一体化管理”“窗口式服
务”， 并将法律援助服务窗口前移， 在乡
镇、村建立站、点，方便群众办理法律援助
事项。 至今年7月底， 已在全县26个乡镇
（园区）建立法律援助工作站，在491个村

（社区）建立法律援助工作联络点，实现法
律援助服务网络全覆盖。

衡阳县法律援助中心还充分利用当地
媒体、户外LED屏等，开辟“援助在线”专栏，
广泛宣传与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
法规及法律援助事项等。衡阳县司法局负责
人介绍，两年多来，县法律援助中心及乡镇、
村工作站点，共接待来访群众近6万人次，办
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908件，为群众挽回经
济损失7500余万元。

湖南日报8月11日讯（记者 熊远帆）长沙获评世
界“媒体艺术之都” 后打造的一个原创媒体艺术项
目———《光景如诗》，8月10日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
中心与观众见面。200余名观众随着光影穿越唐诗宋
词世界，体验东方美学。

整场演出分为诗境、月下、山河3个篇章，以最
具代表性的诗词意象贯穿始终。 运用全息光影技
术，让观众在诗词宇宙中穿梭，星辰中景和诗交织，
透露出中国式哲学思考，此后又对话明月，阴晴圆
缺与人间悲欢离合。最后仰望星空之际，感受黄河
之水滔滔而下。《静夜思》《如梦令》《青玉案·元夕》
《将进酒》等名篇贯穿其中，让人在视觉震撼中感受
诗词的意与形。

总导演李彦介绍，《光景如诗》 摈弃了镜框舞台
的呈现方式，采用自主研发的多层次叠影投息技术，
首创沉浸式互动站立观演，巧妙地让观众置身剧中，
与表演合而为一， 带来一场科技跨界文化的沉浸式
奇幻之旅。

据悉，从8月10日至25日，《光景如诗》将在梅溪湖
国际文化艺术中心持续展演。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向云清 米承实 贺春林

村干部虚列工程项目套取资金，为自
己涨工资……这起违纪行为，发生在洪江
市岩垅乡江坵村。洪江市委第二巡察组巡
察岩垅乡时， 群众反映江坵村干部私心
重，3年前为每人发放津补贴10800元。

问题线索移交岩垅乡党委， 前不久，
江坵村违纪人员受到处理， 村民拍手称
好。

据了解，洪江市坚持巡视巡察上下联
动，探索开展“巡乡带村”，着力打通全面
从严治党和党内监督的“神经末梢”。今年
4月以来， 该市已延伸巡察全部218个村
（社区），发现问题473个、线索63条，到7月
底，已处分和组织处理47人。

巧借东风，延伸触角
4月26日一大早， 正在驻点巡视的省

委第四巡视组工作人员，突然出现在洪江
市托口镇裕农村，检查脱贫攻坚工作落实
情况。

这次走访没打招呼、没有地方干部陪
同，直插现场。通过与群众沟通交流，巡视
组了解到扶贫工作队当天没有住村，作风
不实，立即将问题线索移交洪江市委。

今年4月， 省委决定对洪江市开展
“3+2”常规巡视。洪江市委借省委巡视的
东风，推动巡视巡察上下联动，探索开展

“巡乡带村”，将巡察监督触角延伸到基层
村组与社区，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在“神经
末梢”落地落实。

“下借上势”“上借下力”“上交下办”，
洪江市推出一系列举措，做到上下高效联
动，着力解决联而不动的问题。

省委巡视组发现驻裕农村扶贫工作
队作风问题后，洪江市及时处理了相关责
任人。同时，洪江市委巡察组展开联动，将
扶贫领域干部作风问题、基层侵占群众利
益微腐败问题作为“巡乡带村”重点，全力
推动面上相关问题的排查与整改，共发现
扶贫领域干部作风问题19个，涉及党员干
部26人；移交扶贫工作中弄虚作假、优亲
厚友、套取扶贫项目资金等有关问题线索
11个，涉及党员干部9人。

集中力量，重点突破
洪江市共有村（社区）210余个，而巡

察组只有5个共10余人， 要实现届内巡察
全覆盖，有点力不从心。

为破解巡察力量不足难题，洪江市从
乡镇财政所、扶贫办、经管站抽调政治过
硬、业务精通的骨干力量85人，投入巡察
工作中，并采取小交叉方式，有效化解“熟
人监督”难题，提高巡察质量。

各巡察组综合运用查、听、看、问、评、
访等多种手段，对群众举报反映的问题线
索进行集中分析研判， 圈定巡察重点，避
免“大水漫灌”。对一些问题反映集中的村
（社区），集中力量重点突破；对问题反映
比较清楚且具可查性的，安排“蹲点”深入
核查，巡出实情、查出问题。

洪江市黔城镇山门新村是“巡乡带村”
重点村之一。经现场看项目、访群众，巡察组
发现村支书谢允松对上糊弄哄骗、对下雁过
拔毛，涉嫌骗取项目资金。5月中旬，谢允松
因涉嫌诈骗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既重治标，更重治本
在“巡乡带村”中，洪江市委巡察机构做

好群众路线功课，聚焦“三资”管理、村级财
务等领域，开展“点穴式”巡察，做到群众痛
恨什么、群众关心什么，就重点巡察什么。

5月6日， 巡察组在巡察洗马乡时，有
群众反映该乡花柳坪村支书易尚生、村委
会原主任易利民涉嫌利用职务之便，在危
房改造中优亲厚友。5月15日，洗马乡纪委
对易尚生等人违纪问题予以立案调查，月
底就给予其纪律处分。

洪江市委各巡察组将发现的问题、线
索一周一汇总、一周一移交，重要问题线
索随发现随移交。处置结果及时向基层和
群众回复并回访，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果
树立巡视巡察的权威，震慑违纪行为。

既抓个案治标，更建机制治本。洪江
市委巡察组在岩垅乡竹垅坪村巡察时，现
场查看了一项村道硬化工程，乡村两级认
为这项工程是市里的项目不好监管，而市
主管部门又因全市项目多人手少, 鞭长莫
及管不细，造成监管“失位”，水泥路完工
不到两年就有200米长的路面坑坑洼洼。

巡察组进一步了解，发现部分村类似
工程项目也存在监管“缺位”情况。于是，
巡察组责成岩垅乡党委担起责任，建立乡
村干部、 党员和村民代表组成的监管班
子。市里还举一反三，在全市推广岩垅乡
的做法，消除监管漏洞。

运用全息光影技术

长沙原创媒体艺术项目
《光景如诗》上演

“利剑”直插到底
———洪江市探索开展“巡乡带村”纪实

湖南日报8月11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谢小飞
富露霞）“上半年公司累计排放二氧化硫约75吨， 同比
下降约一半。”长岭炼化安全环保处颜平平近日对记者
说，“全年二氧化硫总排量预计将低于150吨，不到政府
核准排放量的二十分之一。”

近年来，长炼着力开展清洁生产、打造绿色企业，
全方位推进烟气二氧化硫减排。 他们全面摸排各生产
装置排放点，强化实时数据监控，将排放指标以电子屏
等形式在醒目地点24小时公示， 主要在线监控仪表接
入政府环保主管部门和中国石化总部， 主动接受各方
监督。

长炼先后投入6亿多元实施“碧水蓝天”工程，重点
新建、改造一批环保装置。随着催化烟气脱硫脱硝、锅
炉超低排放改造等一批项目投入运行， 长炼清洁生产
水平持续提升。以硫磺装置为例，尾气经溶剂吸附脱除
各类杂质， 二氧化硫含量下降至每立方米110毫克，仅
为目前国家标准四分之一左右。

同时，长炼各相关部门组织开展技术攻关，优化运
行，进一步挖掘环保设施潜能。硫磺装置部门成立提标
技术攻关小组，技术员胡诗学带队采集运行数据，利用
相关软件进行仿生模拟，优选实施了“增加换热器降低
溶剂温度提升吸附能力”等措施，尾气二氧化硫含量持
续趋稳降低。

长炼一手抓尾气处理，一手抓源头减排，对所有
加热炉燃料干气实施前期净化处理， 稳定工况下总
硫含量可控制在每立方米20毫克以下，多数加热炉
烟气中二氧化硫在平稳状态下达到难以检出的清洁
水平。

烟气“洗澡”“硫量”减半
长岭炼化二氧化硫减排成效显著

湖南日报8月11日讯 （见习记者 张咪 通讯员
王晋 李政明）日前，由中国陶瓷工业协会主办的2019
中国(北京)国际精品陶瓷展览会暨第七届中国陶瓷文
化艺术创意设计精品展览会在北京落幕。 醴陵市选送
的“盛世芳华”醴陵釉下五彩瓷主题作品，获得“向新中
国成立70周年献礼”陶瓷艺术创作与设计大赛一等奖。

“盛世芳华”由醴陵尚方窑瓷业有限公司与中国陶
瓷艺术大师朱占平联合打造， 其主题寓意祖国繁荣昌
盛、盛世吉祥，系列瓷作包括瓷瓶、瓷盘、瓷壶、瓷杯、瓷
碟等，瓷质为高白玉瓷，晶莹剔透、洁白如玉，瓷胎轻薄
如纸、光亮通透。其中，瓷瓶采用明代宫廷天球瓶造型，
线条圆润流畅，形制古朴敦厚、大气雄浑。朱占平说，作
品纹样设计涵盖56朵名花，象征56个民族；色彩设计融
入21种颜色，象征21世纪。

参加中国(北京)国际精品陶瓷展

醴陵“盛世芳华”获一等奖

向扶贫领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亮剑
武陵区处理处分11人

8月11日，汝城县文明瑶族乡沙洲村，来自资兴市的游客一家三口在采摘新鲜葡萄。
当天，汝城县第二届水果节暨电商扶贫活动在沙洲村举行，本地梨、鹰嘴桃、葡萄、黄桃等
农产品果香四溢，吸引了众多的游客和客商。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摄

果香四溢
合家欢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8月 11日

第 2019216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329 1040 34216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946 173 163658

4 80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年8月11日 第2019093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05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870686214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27
二等奖 629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5590139
32 31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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荨荨（上接1版）
洞庭湖的历史变迁，水旱灾害发生的

规律，治湖的经验和教训，堤垸、水系的分
布，三峡水库蓄水后的影响……各个维度
的洞庭湖，他都做到了心中有数。

曾与他同一个办公室的同事向朝晖
记得，余元君最常见的两个姿态，一是伏
案翻书看资料，一是仰靠座椅想问题。

知行合一， 他走遍了洞庭
湖 3471公里一线防洪大堤 、
226个大小堤垸

要真正了解洞庭湖，还必须“行走江
湖”。在余元君1999年的工作日记里，清晰
地写着，全年出差101天。正是这样的上下
求索，让他走遍了洞庭湖3471公里一线防

洪大堤、226个大小堤垸。
他对下属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不

能坐在办公室里治理洞庭湖。
他随身携带的《湖南省洞庭湖区堤垸

图集》《认识洞庭湖》等工具书，布满了密
密麻麻的标记和文字，那是用生命在洞庭
湖“打卡”的印记。

是的，他生命中的最后三天，也是在
洞庭湖区出差，在治湖工程一线奔波。

年复一年， 知行合一， 余元君仅凭一支
笔、一页纸，就能勾勒出洞庭湖不同区域的水
系堤垸图、工程分布图，其速度之快、位置之精
准、数据之翔实，令许多同行专家叹为观止。

省水利厅原总工程师张振全说，余元

君是湖南最熟悉洞庭湖治理情况的几个
专家之一。

———他主持完成的《洞庭湖治理建设
与管理适用文件汇编》， 成为洞庭湖水利
工程建设管理的“洞庭宝典”。

———他结合工作实际撰写近20篇论
文，在省部级刊物上发表。

———他领衔完成多项科研项目，获得
省部级奖励；他指导青年学生参加的技能
比赛，更是获得国家级荣誉。

———他以非计算机专业毕业的身份，
正着手开发“数字洞庭”系统，助力构建人
水和谐新洞庭。可惜天不假年，一本厚厚
的手写规划只能待后来人去接力完成。

治理洞庭湖， 不仅需要运筹帷幄，更
需要决胜千里。

湖区抗洪抢险，余元君总是奔赴现场
出谋划策，凭借精湛的专业技术，一次又
一次化险为夷。

2003年， 余元君开始主导洞庭湖治理
规划的编修。这是一项直接决定整个母亲湖
安澜与否的工作，他经常对同事说：“时刻记
着，我们是洞庭人，要为洞庭湖谋长远。”

余元君编修规划，前期要走访、勘探，
实施过程中既要为施工单位提供技术支
撑，也要监督施工质量。遇到规划调整，他
更是要在现场反复核实、比较。

省洞庭湖水利事务中心主任沈新平说，
10多年来，余元君参与和主持过的规划技术
方案审查达500多场次， 从已经完工的工程
来看，科学性、合理性全部“过得硬”。

金融惠民进村入户资兴市
以“党建共创”推动“整村授信”

法律援助服务到家衡阳县
两年多来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908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