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9
责任编辑 陈永刚 版式编辑 陈阳 2019年10月30日 星期三

湖
南
日
报
法
人
微
博

湖
南
日
报
公
众
微
信

市州新闻

!"#$%&'(')*+,-./012345
6789:;<=>?@AB)CD$EB7)*FG
@AHIJKLMNO P5QR7B)STU$V23
WXYZ[\Z?]^_!`%&'ab^_cdef'Z
gAh'ijklmnRO

opqr/stuO23vwxKcyz{|Z}~
��i����$�M����Z���~�B�Z��
������ S����C��@A��JK7�� 
¡¢1£o¤¥B)¦§Zc̈ ©f>i"## �ª«_
¬��¨©$®¨©7¯°±O

E��)PC²³O PC²´µdKco¶·¸¹
ºric»L¼g½¾¬�B¿P¬Ài�ÁÀ�ÂfL«
B¿hÃÄÅ`23JKDlm7ÆÇOÈÉ�Êhc̀
¶·Ë¶·Z`ÌÍËÌÍZ`�ÎËÏÐi7Ñ=�
Ò�Ó@AB¿Ô�edÕÖ�ÎZ×dØÙÚAO

ÛDÜ)*ÝPÞ³O23ßBÜà8)*ábâ
AãZäLZå[ZCN)*æç�xKL¿èé��¨
©Zàêëìíî�ÁÀ�yï5L¿ÜðñòÆÇ�
�óCN)*Tôà8)*õÀö÷O

!! " # $" #%&'(#

!"#$%&'()*+#,-.

!"#$%&'(")*+, ")-./
01*234567-89*:;<

!!!"!"#$#%&$"'()*#+ !" ,

!
"

#
$

!"#$"%&'(")*

!"#$%&'()*+),-./01

!"#$%&'()*+,-
./01 23456789 !"# :;
<=>? =@? =ABCBDEF
$%&& GHI1J $%#' KALK7M
NOPQ;RSTUVWXYZ?[\
]^_`?ab !"&& Gc1defg
h_ij ()& Gc1 kl^mno
p?nqrs?tuvwx (&& yz1
{|}~�� !)& ��z1���]
^���=����

�����o�x������
�1�����?���t�?��c
ab1 �� �¡UV1 ��¢£-
.1¤¥h¦§¨©

x�ª1���o�«¬.®̄
=¯M°±²³´°1µ¶·¸¶V<

¹º»¶¼½¾ho��¶d¿À

!"#$!%&'(
!&"#� *ÁÂ1µ®¤¥Ã7ÄÅ

Æ1Ç°��UÆÈÉÊ-.±<²³�
!&"#�*+,-.Ë0ÌÍ-Î1ªÏ
ÐÑRÒ�ÓÔÕÖ×ØÙ?RMÆÚ
ÛÜÝ¤��1XÞ��-.�3À

ßà1 á���o�%&²â�
®�*+,-.Ë0± ãä"'âåæ1
23ç5678è !"#:1ée»Ðê
ë×UÆ²³ìDíí1îïë:ð
ñeòóôõö÷1øùÒkúûü
ýÇþ»��1tÿ»!�"#$%&
Æ�Ú'(1)*+»o�,Ç7��
+,f--.��·¸JV<À

<.��a/e<0123�ê
41�¡5�678Ò9�1 ���
o�-:Ï;<=1>?¤@1!@A
a���+,f-&¶-.?BÀ C
ßèD1?BÖ×Xø %)¾12�®�
E± EFG !) ¾H MÆIJ¾D (%
¾HK0LÆ× "(¾ÀMNOPOQH
²°��1 ���ãaREFUVS
"* ×1<!�+,-.tu»P��
?@6ðñTUÀV?WHXØYEF
Z,����[\]^ZEFUVS
_`�Ñð�®&¶��eòabc
Õ±1,EFUVS�1!Ñdà�×À

)*+,!-./0
o�=@efghijkl ��

�o�²mnoptq1 rhst-
:ST²*VuV<®v�rw±1x
yûz<=6ST{|1 �@.Ö
ÆQfHMÆQf6f-Qf;r}O
}H~O~�¡�¡1.$%&Æ�e
��*+<Lq]^�`��À

+ST�Ï���1 ���o�
X��eR» '" �µc�ST�û
z���0w�0�UVW1��e<
o���6ST�Qf�h_��M
}H��]^�¶�öÀ���STU
VWÏ��µª1 ��tQfPL�
,ëÕ1 Ã��� #&  HIÇ°¿
¡�û¢Ü£8¤¥£a/;���o
�UÞ�ûz¦}PQ�ï§¨�©
ª«¬£�1�� "!& GHI,£

a/»�� "&& ®¯°±-²S1P
=£h³M "* ´£�´µ; ��
�ð�ûz�$< "& 0LqØ¦B
=Ø¶1��<·Ø¦�¸¹º»�f
L×¼½¾Ü¿O®���ðØÀ±6
ðÁmÂ��

���o�«¬ÃÄêo�®å
��± QfM°ÅÆ1 Ã�.»µ
®�ØY��LÆ��Ç£1=>�=f�
=È±<²³�®å�å=±´°1��
»�ÉÊ®ËÌwBwÍ±´°1-°
BCBDEF $%&& GHI1 NOP
QfL×¼ $%#'KÀ

1234!5678
ÎÏ�¡����Ð1Ño�UV

�ÒrÓÔÀRÕ!ê�Ð1NÖ��
+,f--.��Ò�×³1 xå$
ª1 Ø�êo�STkêo�tót
� ""& G�À 2�1§ÙTs��Ú
�ÛÜóM8èa/� TsÝÞßà
JháÖâÆãäåa/H Ts�¡
ðØÚa/-.ÜG8t�1 �æ»
êSH êoç�èÍÒé6ê�ê§
cÕ�ëìâ\1 ø@é7»ê§Ò
�opHÒ�8è,���í3íÒÀ

îr«¬aïðp1 ñr3$ò
�Àx$ª1���o�Ióô½eT
�Q�;+,a/�õ1 %& ) �Ò
�âÆ8è1ö÷ø�Éùú�ûHü
ýðñÜÒ}UÆLÆ *×1 .+»
o����¡HþÙ·¸HÿÙV<�
!"d¿À %-./ 012 344&

22234"56789:;:<=> ?@ABCD

湖南日报10月29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唐文明）郴州市苏仙区白鹿洞街道
龙门池社区袁家组，58户居民的宅基地被
街道征用，却一直未拿到补偿款。袁家组的
居民为这事12年来没少上访，却始终没得
到解决。今年,郴州市委书记易鹏飞了解到
这个情况后，亲自和村民座谈，并包案调度
问题的化解， 分批次把这老大难问题化解
了，村民们都舒了一口气。

去年，郴州市信访工作全省排名靠后，

为此，该市市级领导带头啃“硬骨头”，推动
全市信访案件化解。“市委常委会研究信访
工作时， 提出把最难的信访案件留给市级
领导包案化解。”郴州市信访局局长李志珍
介绍，市级领导包案的信访件，都要求制定
化解措施，明确办结时限，并每月一通报。
通过市级领导以上率下， 各县市区领导也
包案行动，纷纷通过集中交办、现场督办、
接访接谈、电话沟通、会议会商等方式，对
包案信访件进行跟踪办理。 各级包案领导

还到现场直接面对信访人， 把最真实的情
况了解清楚，把最真诚的关心送达群众，把
最实在的措施落实到位。

北湖区龙泉街道龙泉社区龙泉塘居民
片区组长蒋新生告诉记者， 他们反映小区
地势低洼，导致雨水、污水倒灌，小区经常
涨水，无法出行，请求政府职能部门解决。
市级领导包案后， 相关部门很快拿出问题
的解决方案，随时向群众通报情况；问题一
步步得到解决，最终让群众看在眼里，暖在

心里。
该市推进“领导包案机制、情况通报机

制、质量监督机制、督办督查机制”落地落实，
并以点上问题带动面上问题解决， 以个案问
题推动共性问题解决，力求解决一件信访件，
成功推动一批信访问题化解。 各县市区还开
展信访矛盾排查化解“百日会战” 等专项行
动，化解信访积案。据了解，今年前9个月，该
市非正常上访同比下降85%， 郴州市信访工
作也由去年的全省靠后逆转为前列。

湖南日报10月29日讯 （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黎波 陈君）“坚持实效导向， 回应
群众期盼，解决基层需求，创新加强基层柔
性引才用才工作， 加快建设全国最优人才
生态区。”近日，醴陵市吉泰农牧、市中医院
等23家企业和单位被授牌首批“柔性引才
示范基地”。

柔性引才是指在人才引进过程中，突
破地域、户籍、身份、档案、人事关系等限
制，不改变其户籍（不迁户口）或国籍，不改
变人才与原单位关系（不转人事关系），将
人才吸引到本地工作或创业的人才引进和
使用方式。今年6月，醴陵市被省委组织

部选为全省柔性引才用才唯一试点。株
洲市与醴陵市及乡镇、街道上下联动，整
体发力，先在醴陵市各镇和街道，以及该
市经开区、教育、卫健、农业、文旅、工信
等部门单位设立31个柔性人才服务站，
有效对接省、市、县三级优秀人才，完善
人才库，收集优秀人才信息1720条，摸底
有关医卫、教育、文化、农业、产业等5大
领域发展人才需求576人，汇总全市柔性
引才用才项目45个。

醴陵市首批23家“柔性引才示范基
地”以柔性引才助推乡村振兴为目标，力求
形成常态长效示范效应。 试点4个月来，该

市医卫领域以乡情为纽带， 探索省市县乡
四级资源共享、智力共享、科技共享的用才
机制，重点打造“湘雅乡情·专家醴陵行”活
动升级版，加强医共体学科建设；农业和产
业领域探索双向选择、市场决定、政府激励
的导向机制，涌现吉泰农牧、清泥湾生态农
业公司等一批现代农业企业， 通过柔性引
进专家团队，成功实现农业科技成果转
化； 教育领域着眼畅通人才流动渠道，
探索了产教融合、校校联合等协同育人
机制；文化领域依托陶瓷产业，探索政
府、企业、社会协力引才的机制，走出文
化内涵提升之路，汇聚工艺美术、设计

和文化创意人才。
据了解，近年来，醴陵市还强力推行促

进经开区、陶瓷和花炮及“双创”发展“四个
十条”政策，将柔性引才用才引向深入，引进
高层次学历人才200余人、专技人才1135人
和农业方面专家型人才77人， 全市高级、中
级职称人才已各达1676人和5056人。

湘乡整改28个
群众反映强烈突出问题

湖南日报10月29日讯（见习记者 肖畅 通讯员
肖晔）今天，家住湘乡市工贸新区的刘群艺像往常一
样，穿过人民路与霞光路的十字路口，将读八年级的
孩子送到起凤学校。“自从这里设置了减速标线和隔
离护栏， 上下学高峰期不再拥堵， 还消除了安全隐
患，我们家长也放心了。”刘群艺说。

在9月底湘乡市召开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突出问题整改书记交办会上， 湘乡市委主
要负责人面对面、点对点向相关部门交办了首批28
个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起凤学校外的十字路
口存在安全隐患便是其中之一。

据了解，这28个问题中，既有涉及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和不作为、慢作为、缓作为的干部作风问题，
也有损害群众利益、 充当黄赌毒和黑恶势力保护伞
的违纪违法问题。

为了确保问题整改见成效，湘乡市逐一明确28
个问题的责任单位、第一责任人、市级责任领导和整
改时限，对能够马上解决的问题，即知即改、立行立
改，全部解决；对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拿出分步解
决方案，列出完成时限；对普遍性、多发性问题，从政
策机制上研究解决。同时，市委、市政府督查室还对
各单位落实交办事项的情况进行督查、督办，未按要
求落实整改的，严肃追责问责。

通过以点带面抓整改， 一批老百姓反映的突
出问题得以解决： 在全市推广建档立卡贫困户医
疗结算“一站式”服务，垃圾焚烧发电、殡葬服务中
心等民生项目投入使用， 全面完成村级组织活动
场所新建或提质改造……该市计划于10月底、11
月中旬分别交办第二批、 第三批共72个群众反映
强烈的突出问题。

湖南日报10月29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唐书东 刘志军 ）
10月24日，祁阳县城乡供水一体化
（一期） 工程大村甸水厂试通水，附
近10多名村民闻讯送来锦旗。一位
村民激动地说：“县里为民办实事，
帮我们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祁阳县北部大村甸、文明铺、黎

家坪、龚家坪、文富市、长虹等乡镇
（街道）， 地处衡邵干旱走廊核心区
域，29万群众长年生产生活用水困
难。而湘江流经的祁阳县南部，水资
源丰富。能否从湘江调水，解决北部
群众用水困难？县里在多方调研、论
证基础上，决定投资3.65亿元，实施
“南水北调”工程。

去年10月工程动工建设。目前，已
建成最大设计供水量为每天6.1万立
方米的大村甸水厂， 铺设主管网89公
里、 支线管网1500公里、 入户管网
3500公里，并试通水成功，比计划工
期缩减五分之二。

记者在祁阳县文富市镇白茅滩完
小看到，师生们已用上干净的自来水。
校长周铁山介绍， 以前学校曾花70多
万元钻3口深井，但只有一口井能出少
量水。

湖南日报10月29日讯(见习记
者 李曼斯 通讯员 隆文辉 黄勇 )
10月24日， 宁乡市金宏渣土运输
有限公司因违法超限运输车辆超
过公司车辆总数的10%，被依法下
达了停业整顿4天的处罚。自宁乡

市今年7月开展“强执法，防事故，
保安全”治超专项行动以来，该市
已有4家货运企业因超限超载严
重被责令停业整顿。

今年以来， 宁乡组织150名执
法人员在市域边界设立7个临时治

超检查点，同时以点为依托，开展流动
执法， 对进入宁乡市域内的货运车辆
逢车必检，逢车必登，逢超必罚，24小
时不间断对于绕行超限车辆和市内的
超限车辆进行精准打击。

据介绍， 该市开展治超专项行动
以来检测车辆3.6万台次，立案查处超
限车辆1216台，实施罚款218万元，交
警扣分1800余分；查处非法改拼装车
辆200余台次，罚款160余万元。

湖南日报10月29日讯（通讯员 攸纪）“谢谢大家，帮我
找回孙女。”10月25日早上， 攸县鸾山镇南岸村江冬艳含泪
向干部群众连声道谢。

10月24日20时，江冬艳发现孙女走失后，在该村微信群
请求大家帮忙寻找。鸾山镇“村群办”获悉后，将女孩走失的
相关信息发至全镇村级微信群， 发动全镇村民全员助力寻
找。历经12个小时的微信接力，25日早上在金水冲找到了该
女孩。这是攸县通过村级微信群服务群众的一个成功事例。

为探索服务群众的新途径、新方式，10月中旬起，攸县
根据株洲市纪委工作部署，按照“以村为单位、以户为代表”
原则，在全县各村建立村级微信群，实现“村权受监督、村务
尽公开、信访不出村、村民要自治”的工作目标。

该县明确按照一村一领导、一村一纪检、一村一民（辅）
警，确保每个村群都有一名乡镇（街道）班子成员、一名纪检
干部、一名民（辅）警，同时要求驻村干部、驻村工作队、村干
部必须进群开展工作。进群干部实行“实名+职务”亮明身
份，并要求各村对党务、村务、财务等涉及29项村级权力列
出清单，一一公开。

目前，该县17个乡镇297个村已全部建立村级群。通过
“村级微信群”，已收集有关问题132件，办结92件，办结率
69.7%。

攸县村级微信群实现全覆盖
已收集有关问题132件，办结92件

宁乡打击超限超载保持高压态势
4家货运企业被责令停业整顿

祁阳“南水北调”为北部群众“解渴”

10月29日，衡阳县西渡镇梅花村，村民在收割晚稻。金秋时节，该县晚稻进
入收割季，田间地头稻翻金浪，村民忙着收获归仓。 刘欣荣 曹正平 摄影报道金秋丰景美如画

权力做“减法” 服务做“加法”
常德“一件事一次办”

便捷高效
湖南日报10月29日讯(通讯员 刘泉全 刘先志

记者 鲁融冰 )今天，常德市柳叶湖旅游度假区七里
桥街道的张大妈， 来到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综合窗
口，只排一次队、花30分钟，就办好了二手房转移登
记手续，便捷高效。而以往办理二手房转移登记，要
历经9个流程，排队13次。

据了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
以来，常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启动“廉政家访”，盯
紧党员干部8小时外时间，引导家属当好“廉内助”；
聘请行风监督员，探索“廉政建设+”模式，提升全体
党员干部廉洁意识、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

同时加快推进改革，更好服务群众。对权力做
“减法”，打破行政审批流程不畅、环节不通、效率不
高的弊端，设立综合窗口，实现“一件事一次办”。一
般登记压缩至5个工作日，抵押登记压缩至2个工作
日。还通过政务服务“大数据”共享，取消婚姻证明、
曾用名等6项证明材料。同时，对服务做“加法”，办
证大厅为办事群众提供免费复印、 免费邮寄等。目
前，免费复印已累计为群众减负3万元，免费寄证到
家700余件。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10月 29日

第 20192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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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0 1040 60320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996 173 345308

7 85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年10月29日 第20191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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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042703541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4
二等奖 153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6175971
5 134506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2106
70799

1082853
10393216

34
2070
35978
338675

3000
200
10
5

0109 31 32 3330

今年前9个月非正常上访同比下降85%

首批23家单位和企业被授予“柔性引才示范基地”

市级领导信访包案啃“硬骨头”郴州

柔性引才加快建设人才生态区醴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