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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 9月 11日讯 （见习记者
邹娜妮 通讯员 李忠勇 喻长春 张水锋）
一场针对村（社区）班子和村（社区）干
部的集中测评考察近期在娄底市娄星
区全面铺开，党员、小组长和居民群众
代表成为“评分”主体。9月9日，作为被
考察的村干部之一，杉山镇杉山村党总
支书记胡珍良坦言：“这种测评考察，是
鞭策更是鼓舞，只要倾心服务、光明磊
落，就能过关。”

娄星区把抓好村（社区）干部管理作
为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突破口，率
先将村（社区）干部纳入区级集中测评考

察，通过综合民主测评、个别谈话和走访
群众等方式，逐一了解（社区）干部工作
情况，在总结好做法、好经验的同时，查
摆问题和不足，起到激励和鞭策作用。

娄星区出台实施方案和测评办法，
由区委组织部牵头，分6个调研考察组，
对全区204个村（社区）班子和1259名
村（社区）干部进行全面考察。由乡镇
（街道）对村（社区）班子及村（社区）干
部进行整体评价；对村（社区）班子及支
书、主任进行测评；对村（社区）干部进
行民主测评和个别谈话，打分人员由村
（社区）全体党员、小组长和居民群众代

表组成。
以激励干部为导向， 娄星区实施差

别化目标责任考核评价体系，村（社区）
班子主要测评政治建设、 团结协作、实
干能力、公道正派、廉洁自律、为民服务
等方面；村（社区）干部重点测评支部书
记、主任的服从意识、思想品德、带班能
力、公道正派、廉洁自律等方面，其
他干部重点测评服务能力、廉洁自
律等方面。

目前，娄星区共评定出优秀班
子37个、 优秀党组织书记44名、优
秀村（社区）主任26名、其他优秀村

（社区）干部42名。该区还评选出“十佳”
党组织书记、“十佳”村（社区）主任、“十
佳”村（社区）干部。同时，对评定为“较
差”档次的班子和“不称职”档次的村
（社区）干部，将依规依程序进行整改和
撤换，树立“有为者有位、不作为者下”
的鲜明导向。

5000余摄像头
密织“天网”

宁乡借大数据分析保平安
湖南日报9月11日讯（见习记者 李曼斯 通讯员 姜润辉）

96岁娭毑走失6小时后，被民警安全送回家；涉嫌入室盗窃
的嫌疑人作案当天被抓获； 交通肇事逃逸车辆迅速被找
到……凭借5000多个摄像头密织的“天网”和智能大数据分
析技术，宁乡市公安部门今年来抓获盗窃、诈骗等犯罪嫌疑
人110余人，服务、救助群众80余起。

今天，记者在宁乡城市运营中心看到，在涉及机动车的
治安案件、交通事故处理和交通肇事逃逸案件侦破中，输入
宁乡市内任一车牌号， 可以准确识别视频画面中的车辆信
息，通过比对分析、轨迹追踪等，可为交通肇事逃逸等案件
侦破提供线索和证据。

“宁乡市通过建设‘三防’（技防、物防、人防）系统，可
满足治安管理、城市管理、交通管理、应急指挥等需求，维
护城市平安和谐。 宁乡平安城市平台接入全市天网工程
5000余个视频摄像头， 可以全方位为社会管理服务。”宁
乡市有关方面负责人介绍， 今年1至6月， 全市刑事立案
1159起，同比下降17.04%；抓获犯罪嫌疑人2291名，同比
上升6.51%。

湖南日报9月11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郑昭宇 刘得花）今天，记者用手
机扫祁阳县黎家坪镇官塘村古樟树的二
维码，立即看到相关信息：树龄1140年，
树高28米， 东西冠幅35米……是全省迄
今为止发现的树干最粗壮的古树，被评为

“湖南樟树王”和“湖南省树王”。
到目前， 祁阳县发现古树名木17科、

36属、53种，计1500余株，其中一级古树
67株、二级古树934株、古树群22个。

为进一步普及古树名木知识，引导
全民爱树护树， 今年， 该县历时4个多

月，为全县1500余株古树名木建立了电
子档案，逐一制作二维码保护牌。广大
群众用手机扫码，即可看到树木的基
本信息、地理位置、生长状况、保护等
级和高清图片，以及相关历史故事和
神话传说等海量资料 ， 不但增长知
识，还增强了大家保护古树名木的自
觉性。

据悉，祁阳县正在建立古树名木管
理保护网络信息平台，届时，大家足不
出户就能赏遍祁阳的古树名木。

湖南日报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欧雪梅 肖力元 邓诗婕

9月9日上午10时，记者从衡南县城出发，驱车约40
分钟，来到泉溪镇喇叭堰村罐子厂组。

拥有20余户村民的罐子厂屋场， 坐落在群山环抱
中。站在屋场后山山坡上，见清澈的耒水由南往北，从
屋场前面蜿蜒流过。 山脚下，10余幢红瓦白墙的农舍，
掩映在树木花草中，与稻田、果园、池塘、菜地等浑然一
体，令人心旷神怡。

组里老党员罗玖生在打扫门前禾坪。 记者走进他
家，见室内收拾一新、干净整洁。屋后建有四格式化粪
池，池旁栽种了美人蕉。

“这几年，泉溪镇开展‘把党小组建到幸福屋场上’
的行动，我们的居住环境改善啦。”罗玖生说，现在，罐
子厂屋场真成了一个幸福的屋场。

泉溪镇有36个党支部1141名党员。“2017年， 县委
提出开展‘四联四建’活动，包括建设‘幸福屋场’党小组，
探索新农村建设新路。”镇党委书记谢凌起说，当年10月，
该镇决定以木蔸村藠子场组、喇叭堰村罐子厂组为试点，

开展“把党小组建到幸福屋场上”行动，发挥党员模范作
用，带动群众改善生活环境，丰富村民文化生活。

木蔸村藠子场组、 喇叭堰村罐子厂组分别坐落
在衡南县级公路泉花线一南一北方向， 两个大屋场
的村民以种植葱蒜、水果为主导产业，村民经济收入
可观，村民和党员居住集中，在外创业的社会成功人
士较多。难能可贵的是，这些成功人士大多热心家乡
建设。

去年5月，泉溪镇以木蔸村藠子场组、喇叭堰村罐
子厂组屋场为样板点，在全镇8个村193个组，选择村民
聚居的47个屋场， 全面推行“把党小组建到幸福屋场
上”行动。

至今年8月底， 泉溪镇已在8个村47个屋场建立党小
组。通过发挥党小组作用，该镇已拆除“四房”（即违建房、
危险房、空心房、废弃房）213栋，拆除面积达2万多平方
米； 改造旱厕300多个， 卫生厕所占比达到65%以上。同
时，清理陈年垃圾以及水库、池塘、沟渠淤泥、漂浮物；硬化
村组道路90多公里，绿化村组道路70多公里。

现在，泉溪镇乡村路宽、灯亮、水清、山绿、心齐，群
众日子越过越好。

长沙二手房交易登记
缩短为4个工作日
湖南日报9月11日讯（通讯员 廖亚柳

记者 李治） 长沙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近
日举办“优化营商环境 便民服务宣传
日”活动，推出一系列便民服务举措，将
老百姓关心的二手房交易登记缩短为4
个工作日。

长沙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主任文德勇
表示，将按照长沙市“营商环境优化年”要
求，全面开展“互联网+”不动产登记工作，
推行电子化预告证明、推动转移登记在线
办理、开展多部门共享升级，进一步简化
流程、压缩时限、提高效率，把服务做到企
业经营者和群众的心坎上。

开福区举办
汽车消费节

湖南日报9月11日讯 （记者 张颐
佳）9月6日，“幸福向北快乐购车”2019
长沙市开福区汽车消费节在芒果汽车
城启动，汇集了近50个汽车品牌约1000
种车型。从9月6日起到10月31日，凡到
开福区购车的市民，可享受每台车2000
元政府补贴。

这次节会由开福区政府主办，整合
汽车物流、互联网电商、金融保险、汽油
石化等资源， 通过以总额200万元财政
资金补贴的方式，拉动汽车消费，促进
经济发展。这次节会还打破以往单一车
展静态展销模式，引入3D赛车、翻滚车、
攀岩、户外游玩等一系列车生活消费体
验，并特别打造“汽车夜市”。

娄星区全面开展村（社区）班子和干部测评考察

干部好不好 百姓说了算

湖南日报9月11日讯 (记者 陈鸿飞
见习记者 王梅 通讯员 周琼辉 章焱平
周健)9月5日， 衡东县三樟镇柴山洲村，
湖南一有味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黄贡椒种
植基地， 公司法人代表夏建科正在组织
村民采摘黄贡椒， 装车发往长沙海吉星
蔬菜批发市场。

夏建科是柴山洲村“土生土长”的一
名党员创客。在夏建科的推动带头下，公
司在柴山洲村流转400多亩土地， 带动
50多名村民参与黄贡椒种植加工。 截至

目前，公司已销售鲜椒、干辣椒90吨，实
现产值200多万元。仅此一项，村民人均
年增收5000元以上。

近年来， 衡东县积极鼓励农村党
员勇当党员创客，带领群众脱贫致富。
去年11月，县里将务工返乡青年、种养
及农产品加工大户、 农村经济合作组
织带头人和有志于农村创新创业的
大中专院校毕业生，作为党员创客培
育对象，通过公开公示选拔程序予以
确定。

为提升其创业能力，县委组织部依
托县委党校、创业孵化园等，聘请农业
产业带头人以及“土专家”“田秀才”等，
组建县级培训师资库， 采取案例分析、
课堂答疑、 田间地头实践等方式教学，
对培育对象加强技能培训。针对县里实
际，重点讲授农村创业政策、现代种养
加工技术、 农村电商， 以及黄贡椒、油
茶、湘莲、食用菌、禽蛋等本土农副土特
产品的栽培技术。至目前，已开办各类
“创客”技能培训达105场次，培训党员

创客近7000人次。
县里还在资金帮扶、土地流转和基

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出台党员创客优惠
政策。据县委主要负责人介绍，近两年，
全县共培育农村党员创客800多名，兴
办黄贡椒、油茶、湘莲、小龙虾等特色种
植养殖和农副产品加工的专业合作社
1000余家， 创建产业扶贫基地56个，带
动引领近两万村民增收致富。 去年，该
县33个贫困村全部出列，5671名贫困人
口实现脱贫。

农村天地阔 党员当创客
衡东县800多党员创客兴办1000余家专业合作社

手机扫码赏古树
祁阳古树名木有了“电子身份证”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李杰 通讯员 薛亮

连日来， 常德市武陵区芦荻山乡大关庙村贫困户汪维
元疑心重重。

汪维元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常年在外打工。去年底回家
后，他申请了危房改造。经半年施工，今年8月搬进新居，汪
维元脸上乐开了花。

9月3日晚饭后，汪维元和几个邻里闲聊时得知，每户危
房改造可获国家补助3万元，而他却对自家的危房改造资金
使用情况全然不知。

虽然新房完工后，他在代建合同上签了字，但代建方并
没有将具体的资金使用明细拿给他看， 汪维元对危改资金
有一种似乎存在“猫腻”的感觉。

当晚，汪维元心里反复琢磨着建房的一笔笔花销，半宿
没睡着。

自家危房改造资金是否全部用在了建房上？ 房子有没
有偷工减料？建房用的钢筋水泥是否合格？汪维元多了许多
忧虑。

9月4日一大早，汪维元找到驻村扶贫工作队，诉说自己
的疑惑。没得到满意答复，他又跑到乡纪委反映情况。

芦荻山乡纪委书记胡蓉接待了汪维元，听罢他的诉说，
当场表态，全面调查清楚，给他一个交代。

9月5日上午，胡蓉先后到武陵区住建局、乡财政所，拿
到了汪维元危房改造的代建合同和财政拨款明细， 询问了
代建工程负责人刘则归。经过一天走访、核算，确定危房改
造资金不存在问题。

听说调查有了结果，9月6日下午， 汪维元赶到村委会。
在乡纪委干部、村干部监督下，刘则归把当时所用材料费、
人工费等开销一笔一笔算给汪维元听， 还把乡财政所的拨
款明细指给他看。

“看来危房改造的钱，真的都花在了建房上，还是要相
信党和政府，不能听信风言风语。感谢你们帮我把账算清楚
了。”看着资金使用明细单，汪维元终于放心了。

“把党小组建到幸福屋场上”

算 账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0
二等奖 7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0
0 28986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189
609
6624

9
15
226

2147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0513
82684

260
2621

1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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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11日 第2019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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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奖池:269702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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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 年 9月 11日

第 20192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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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3 1040 66872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424 173 246352

6 07

新闻集装

9月8日，汨罗市白水镇西长村，村民在基地采摘无花果。近年，该村通过土地流转，引进
企业发展富硒稻3000余亩、红米1500余亩、苗木5100余亩，种植了无花果、蓝莓、桑葚等特色
水果，建成了休闲娱乐体验项目8个，实现总投资1.6亿元，山沟里的小村庄结出了“幸福果”。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通讯员 黄松柏 摄影报道

无花果结出
“幸福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