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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8月29日讯（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汪令维 蒋纪）8月27日，“全国文
明村镇”湘阴县金龙镇金龙示范片，青山
与天空私语，绿水与农舍相拥，稻香与
秋光一体， 构成一幅生态宜居美丽乡
村图画。 湘阴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指挥部办公室主任陈丽介绍， 湘阴
通过构建“五级”联动机制，激发党建
引领乡村治理的内生动力， 全县打造
村民集中建房点32个， 创建省市级美
丽乡村示范村42个。

今年来，湘阴突出生态建设为要、基
础配套为先、产业发展为重，清垃圾、洁

水体、绿村庄、拆“四房”、整秩序、美风
貌,推进规范建房、长效保洁、治理粪污、
移风易俗， 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该
县搭建农村“党总支+党支部+党小组+
屋场+村民自治协会” 网格化治理体
系，构建“县、乡、村、组、户”五级联动
机制， 建立一套村规民约、 日常保洁、
督查讲评、考核奖惩办法，奏响党群同
心攻坚人居环境整治的“交响乐”。文
星镇、鹤龙湖镇、新泉镇组建“党建+志
愿者”宣讲队伍，让广大群众成为村庄
清洁行动的主角。

该县实行全域环境卫生综合治理，

推行农村生活垃圾“户分类、 村收集、
镇转运、县处理”的无害化处理，投资3
亿元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即将运行；
大力实施农村厕所无害化改造， 推广
“三格池+人工湿地”污水治理模式；启
动10个集镇污水处理厂建设， 两年内
可实现80%的村级生活污水接入城镇
污水处理系统。同时 ,将农村“空心
房”整治与完善乡村规划体系结合，
按照“宜耕则耕、宜绿则绿、宜建则
建”的原则，探索建立“整治+N”模
式，推动农村水、电、路、网“四通”和
硬化、绿化、美化、亮化“四化”提质

工程。
截至目前，全县整治农村“空心房”

30234户、416.7万平方米 ， 新增耕地
11668亩，复绿复湿780亩，解决集中建
房用地512亩；金龙燎原、六塘金珠口、洋
沙湖紫花、 漕溪港白泥湖等示范点吸引
省内外80多个市县相关人员考察学习。

湖南日报8月29日讯 (记者 徐荣
见习记者 彭婷 通讯员 何蔚 ) 湘潭市
岳塘区近日召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座谈
会，基层干部与区级领导、区直部门负责
人围桌而坐，围绕为基层“松绑”而采取
的11个方面举措谈建议， 以进一步补
充、完善，切实为基层减负。

座谈会前，岳塘区为开出“松绑”
的“处方”进行了详细“巡诊”。省委出
台《切实减轻基层负担实施方案》等
文件后， 岳塘区委书记胡海军利用3
天时间， 带队到全区9个街道走访调

研， 广泛听取基层干部关于为基层减
负的意见。

“围绕‘环境卫生怎么搞’这一个问
题， 书记讲了主任讲， 主任讲了骨干
讲， 会议开到深夜， 效率太低。”“国家
已经取消的证明事项，有的部门还要求
街道、社区开证明，不给开老百姓有意
见，开了又违反规定。”……调研中，基
层干部结合实际大胆说真话，敞开说实
话。经过分类整理，岳塘区将基层反映
的问题概括为“八多三少”，即事多、会
多、文件多、资料要求多、检查多、督查

多、考核多、问责多，区直部门指导少、
帮助少、执法运用少。

岳塘区“对症下药”，从精简各类会
议、规范督查考核、引导人才向基层流
动等11个方面为基层“松绑”开了“处
方”。如，针对“文山会海”问题，明确除
法定会议外，其余会议原则上只安排一
名领导讲话，会议不超过2小时；针对
督查考核过多问题，要求区直部门对本
业务系统开展综合性督查检查每年不
超过1次，未纳入区委办、区政府办督
查计划清单的， 一律不得擅自开展督

查。据初步统计，近一个月来，该区下发
文件 、 召开会议数量同比分别减少
40.1%和26%。

此外，针对基层提出的工作保障不
强问题，岳塘区财政除给予村级组织足
额经费保障外，还建立了运转经费逐年
递增机制。目前，该区村、社区运转经费
分别达到每年30万元和每年60万元。岳
塘区下摄司街道运河社区党总支书记
陈舒认为，这些举措有温度 ,充满人文
关怀，让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激情更大
了，劲头更足了。

湘阴县美丽乡村争奇斗艳

湖南日报 8月 29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唐明登）秋风送爽，
稻浪飘香。 从山底到半山腰的稻谷，
层层叠叠，像悬浮在天地间的一架架
入云天梯，一缕缕多彩织锦，令人叹
为观止。这是8月29日，记者在永州市
东安县塘家山梯田见到的美丽景观。

“这里的原生态景色太美了，不
虚此行！以后我要带学生来这里采
风写生，让更多的人来认识塘家山
梯田。” 来自广州的画家李伟广啧
啧称赞。

初秋时节， 水稻渐黄， 塘家山
梯田进入最佳观赏期，吸引了不少
游客前往观赏，梯田美景让塘家山
成了名副其实的“网红”打卡地，引
来一拨又一拨摄影爱好者、画家和
游客前往观赏。

塘家山梯田位于海拔800多米的
舜皇山腹地， 是古老农耕文化世世代
代留下来的杰作， 体现了山民崇尚自
然， 追求天人合一的农耕文化内涵和
浓郁的民俗风情。 这里至今沿袭着古
老的农耕稻作文化， 勤劳智慧的劳动
人民为梯田构建起科学巧妙的灌溉系
统，水源自上而下，以竹为渠，自然流
达。村民以水稻种植为生，一年一季，

稻下养鱼，田里放鸭，秋后蓄水，循环农
作，是“稻鱼鸭”共生系统重要农业文化
遗产保护地。

该县通过实施“复垦耕田”“兴建
水利”等措施加大塘家山梯田原生态
风貌保护力度，曾经遭破坏的梯田“七
星捧月”独特景观得到修复，昔日荒芜、
废弃的梯田，全部复垦耕作。该村结合
乡村振兴战略， 扎实落实精准扶贫工
程，全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对灌溉源
头、耕作稻田、观景平台、公路建设和梯
田间景观布局等进行优化提升，让塘家
山重新焕发生机，成为旅游胜地，如今
蝶变成群众致富的“金银山”。

梯田换新貌，村民笑开颜。随着
塘家山梯田乡村旅游的开发，现如今
水通了、路好了、田种了、村美了，人
气旺了，游客多了。看山、望水、观梯
田、忆乡愁，乡村旅游的不断发展，让
“高颜值” 的塘家山梯田释放出越来
越多“生态红利”，以往村民扛着锄头
“靠天吃饭”，如今端起旅游这个“金
饭碗”。

今年以来， 该村共接待游客2万
多人次，村民户均年增收2.6万元，村
集体增收16万多元。昔日的“山沟沟”
变成了名副其实的“金窝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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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哉，塘家山梯田

基层松绑开出良方岳塘区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郭兰胜

“住进来感觉怎么样？”“房屋质量可以吗？”“房屋居住有
没有不习惯的地方？”进入秋季，热浪依然袭人。中铁四局驻桂
东县扶贫干部李明，又一次来到桂东县东洛乡、青山乡等16个
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回访，与搬迁入住的乡亲们聊家常。他仔细
检查房屋质量，对乡亲们提出的问题一一记录，耐心地给乡亲
们讲解如何使用门锁、给水闸阀等。

2年前， 李明来到国家级贫困县———桂东县挂职扶贫，担
任桂东县星火投资建设发展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作为一
级建造师，李明具有丰富的工程管理经验，他以务实的作风扎
根脱贫攻坚一线，为桂东县脱贫“摘帽”尽心尽力。

“2017年是桂东冲刺脱贫‘摘帽’的关键一年，年底须完成
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建设，确保贫困群众搬迁入住。”李明说，这
是他那年4月来桂东需要解决的头等大事，感觉身上的担子不
轻。项目分布在全县8个乡镇、16个点，包括108栋、2665套住
宅及配套公共建筑、附属工程建设任务，总建筑面积28.77万
平方米，安置贫困人口1万余人。

李明到桂东的第一天就一头扎进各个乡镇， 对全县14个
易地扶贫搬迁项目情况摸排调研。掌握第一手资料后，李明心
里有了实施“路线图”。

县下攻坚片区是湖南省规模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
点，共74栋、21.6万平方米。李明不愧是一级建造师，抓项目建
设很有一套。仅用9个月时间，该项目就全部完成。

首战大捷！
与此同时， 县上攻坚片区易地扶贫搬迁项目也是如火如荼

建设。去年3月，为啃下县上攻坚片区最后一个项目，李明先后调
中铁四局建筑公司精干施工人员，并增加作业班组，采取分层建
筑施工和门窗水电安装、防水等专业班组穿插施工的方式，大大
提速了项目建设。提前一个月完工，确保全县最后一批贫困户的
按期入住，为桂东县脱贫攻坚交上了一份满意答卷。

为了万人挪出“穷窝”
———记中铁四局驻桂东县扶贫

干部李明

湖南日报8月29日讯（邢骁 耿喜利）“谢谢你们每年都来
看我。”28日， 长沙市湘湖管理局西湖社区的几个小小志愿者
带着牛奶、麦片和水果，结伴来到长港小区，看望80岁的空巢
老人吴汝娥。吴奶奶见到他们十分高兴，情不自禁地亲了一下
志愿者佘柯毅的额头。

佘柯毅是个“小富翁”， 他的财富是一本5星级“爱心存
折”，上面记录着他的爱心故事：从小学一年级起，不定期将自
己的书籍、文具等物品捐赠给更需要的同龄人；每逢节假日，
都会和小伙伴们一起，去探望社区空巢老人、残障人士，参加
社区公益活动等等。

社区的工作人员则会记录下孩子们每一次公益活动的时
长和内容，累计起来进行星级评定，最高达10颗星。平日里，西
湖社区通过业主微信群QQ群、社区报纸《西湖之家》和家长们
互动交流，鼓励孩子们的爱心文明行为；爱心存折上攒满10颗
星，社区还会往孩子所在学校发去喜报，在核心价值观的践行
和传递上形成“社区———学校———家庭”三方互动。

“‘爱心存折’就是我的‘小金库’，在里面存储爱心能获取
快乐。”佘柯毅告诉记者。

目前，西湖社区“爱心存折”在册青少年达600多人，捐赠
资金15万余元，资助贫困学生百余名。

� � � � 长沙市湘湖管理局西湖社区“爱心
存折”在册青少年达600多人———
“小富翁”存储爱心获取快乐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8月 29 日

第 20192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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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4 1040 71136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214 173 210022

3 04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年8月29日 第2019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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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716370043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4
二等奖 77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6477614
4 95948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933
97693

1644068
18662760

94
3773
61439
674517

3000
200
10
5

0504 21 31 3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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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县启动
城区湿垃圾收运工作
湖南日报8月29日讯（通讯员 罗展 记者 李治）“剩

饭剩菜倒进湿垃圾桶，装饭菜的塑料袋放入干垃圾桶。”
29日7时， 长沙县湘瑞社区志愿者谢二绣正在督导业主
对垃圾进行干湿分类。目前，长沙县湿垃圾收运线路、采
购专用车辆及配置收集点湿垃圾桶等工作基本完成，并
已启动居民小区湿垃圾收运工作。

小区居民在志愿者的督导下将干湿垃圾分类，垃圾
桶装满后由垃圾清运车运送到垃圾站，最后统一由专业
公司运输出去。居民刘英说，最开始并不理解垃圾干湿分
类的做法，“现在垃圾分类有效投放，业主们都已形成了
自觉，小区的环境越来越好了，蚊虫比以前少了很多。”

长沙县城管局环卫部门委托第三方公司统一清运城
区部分社区、党政机关及农贸市场的湿垃圾，每天5时至
7时、11时至13时， 为长沙县城区车辆定时收集转运时
间，环卫工人做到一日两清，目前每日湿垃圾量约25吨。

8月29日，衡阳县曲兰镇，建设中
的船山现代农业示范园。今年是明末
清初唯物主义思想家王船山诞辰400
周年，衡阳县抓住契机，擦亮船山文化
品牌，通过建设船山文化纪念园、船山
现代农业示范园、曲兰老街提质改造
等，打造宜居宜游的船山文化特色小
镇。目前，整个工程进入收尾阶段，预
计9月底建成对外开放。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刘欣荣 摄影报道

船山文化园即将建成

党群同心 奏响环境整治“交响乐”

全面“巡诊” 彻查负担过重“病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