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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8日讯 （记者 李永亮
通讯员 尹洪波）11月6日， 湘江株洲段，天
元大桥与建宁大桥间水域碧波荡漾， 昔日
散布的渔网浮瓶难觅踪影。 这是株洲开展
“4+1”轮值巡查机制取得的新成效。

株洲市在推进河长制工作中发现，查
处打击涉河湖违法行为涉及多个部门，各
部门对违法行为主动查找少，被动核查多，

基本上处于“不告不理”状态。为破解“九龙
治水” 难题，2017年， 该市在全省首创
“4+1”轮值巡查机制。“‘4’即生态环境、水
务、交通、畜牧4个部门轮值，‘1’即公安部
门负责执法保障。”株洲市河长办相关负责
人介绍，为一改往日湘江治理“群龙无首”
的局面， 该市成立湘江株洲段轮值巡查联
合执法办，统一指挥调度，紧盯违法乱象。

联合执法办制定《湘江河道日常监管
细则》，建立主动巡查机制，要求每天至少
巡查2次，其中夜间必查1次。在敏感时段、
敏感水域，增加巡查频次，及时发现、制止、
查处各类涉水违法行为。同时，适时组织专
项整治行动，重点整治实施非法捕捞、非法
采砂等。采用无人机巡查、卫星遥感图片分
析等高科技手段进行全面监管。

联合执法办对每项工作任务实行交
办制、台账制、销号制、通报制管理，做到
问题整改不到位不销号、 不彻底不结案。
自轮值巡查机制实施以来，株洲市共查处
涉河违法行为200余起， 办理非法捕捞、
环境保护类刑事案件39起， 拆除非法砂
场55处、建筑物3栋，清除渔网浮瓶2万余
平方米，截流污水直排口31个。

湖南日报11月8日讯 （记者 邢玲
通讯员 肖萍 皮尉人）近日，全省二类县
农村改厕工作现场推进会在益阳市赫山
区召开，赫山区相关负责人在会上介绍经
验做法。据悉，该区自今年启动此项工作
以来，已完成农村改厕1.37万户，占省定
年度任务的91.5%，预计在本月可完成年
度目标任务。

今年3月， 赫山区在益阳市率先开展

农村改厕试点工作，选择泉交河镇菱角岔
村按集中和分散两种方式设立示范户，在
发动群众、厕改模式、技术规范、资金投入
等方面积累经验。通过先行试点，全区统
一推广使用群众普遍认可的三格式一体
缠绕玻璃钢化粪池，并出台《赫山区农村
改厕使用手册》确保规范施工操作。

赫山区成立由区委书记、区长任双组
长的农村改厕工作领导小组，实行“镇干

部包片、村干部包组、党员组长包户”工作
机制。该区通过召开村组干部会、户主会、
群众大会全面宣传动员， 采用农村广播、
微信短信、上门夜谈、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等方式广泛动员，发动党员、干部、乡贤带
头改厕，形成“全体动员、全员知晓、全家
上阵”的生动局面。

该区农业农村、卫生健康、生态环境、
财政、审计、纪检监察等相关部门按照职

责分兵把口，严把资金关、标准关、采购
关、建设关、技术关，形成工作合力，保证
改厕实效。当地群众还自发成立质量监督
小组，全程参与施工监督。

赫山区还在改厕时注重资源综合利
用。如衡龙桥镇樟树咀村在改厕时，将一体
三格式玻璃钢化粪池安装在村民房前屋后
的菜园里，粪液经三格分解沉淀、厌氧发酵
后，病菌和虫卵已基本杀灭，可用作肥料。

湖南日报记者 李永亮 通讯员 吴辉兵

11月5日，农历十月初九，并非高车头逢圩赶集的日
子，但集镇上挤满了自发而来的村民，就像过年一样。

人群中，攸县县委书记康月林接过一面锦旗，有人高
声朗读：“情系老百姓，市场换新颜。”

高车头是攸县联星街道的一个集镇，因临攸水、达八
方，早在民国时即辟为市场。经过70多年的发展，如今的
高车头辐射周边10多个村、2万余人，成为当地重要的乡
村商贸流通要地。

“三日阳升观，四日高车头。”这句顺口溜说的是高车
头的繁华，但私下也有人说，“高车头，没搞头。”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原有的1亩见方的市场实在太
破旧，难以满足商贸需求，村民们将摊铺外移到马路边，
阻塞了交通，造成安全隐患。特别是逢年过节，人流车流
集中，根本无法通行。

村民的“烦心事”成了康月林的“心头事”。今年1月25
日，他第一次来到高车头，现场乱象让他揪心，于是紧急
召开督办会，制定边整治、边新建的治理之策。那天，寒风
凛冽，人们激情似火。

5月，集镇旁一块空地上，新的高车头市场鸣锣开工。
经过5个多月的紧张施工，10月26日， 市场建成试营业。
新市场占地7.16亩， 建筑面积1200平方米， 设有63个摊
位，15间铺面，1家超市，是攸县建设标准最高的村级农贸
市场。

“功能分区，干净卫生，旁边还有停车场。”“党和政
府真的为老百姓办了件实事！”面对记者，村民争相表
达心声。

人群安静下来，康月林动情地说：“请大家放心，像这
样的事我们会一件接着一件办，一年接着一年干！”顿时，
掌声、叫好声响成一片。

高车头的新生

湖南日报11月8日讯（记者 徐典波）岳阳市云溪区群众
遇到信访问题，如今有干部主动到家门口“解民忧”，不再兴
师动众进城“讨说法”。云溪区信访局相关负责人近日告诉记
者，今年来，该区开展“信访干部进村访民情”活动，信访量同
比下降4成，过去一些有名的“上访村”变成了“和谐村”。

近年来，云溪区以“三无单位”创建为抓手，把干部充实
到信访工作一线，全区49个村（社区）均确定了一个部门单位
联点， 组织1名政法干警、1名部门干部、1名乡镇干部开展全
覆盖大走访；整合网格员、辅警、包村包组干部力量，村（居）
每半月、镇（街道）每月排查矛盾纠纷，及时掌握矛盾纠纷隐
患、信访动态，就地做好疏导解释、问题化解工作，筑牢基层
基础信访问题化解的“第一道防线”。2018年以来，全区排查
矛盾纠纷326个，有效化解291个，就地化解率达94%。

同时，云溪区激活信访源头治理“活水”，区级层面将群
众工作部、信访局、群众来访接待大厅等单位整合，镇（街道）
将信访接待室、便民服务中心等平台整合，为群众来访提供
良好环境，并按照一站式接访、一条龙服务等“四个一”模式，
推进信访、公安、司法、纪检等部门联合办公。截至目前，国
家、省、市转送交办信访件128件次，按期办理率为100%。

筑牢信访“第一道防线”
云溪区信访量同比下降4成

湖南日报11月8日讯 （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刘佳）
“经查证，举报你公司董事、总经理张小春涉嫌利益输
送 ,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不属实，特此予以澄清
正名……”近日，在湖南湘江新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子
公司湖南湘新水务投资有限公司会议室内，一场“特殊”
的会议正在举行。

今年6月，张小春被举报与项目合作公司存在私下交
往和利益输送。收到举报后，湘江新区纪工委、湘江集团
党委高度重视， 立即组成联合调查组对举报问题进行调
查核实。经全面调查核实后，调查组发现上述举报内容不
属实， 随即召开会议为张小春澄清正名。“感谢党组织为
我查清事实、澄清正名，让我消除了顾虑，卸下了包袱,今
后我会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工作。”会后，张小春深有
感触地说。

这是长沙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严查诬告陷害、 旗帜鲜
明为实干者撑腰的一个缩影。2018年以来， 长沙市纪委
认真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
新作为的意见》，严格按照“三个区分开来”要求，结合动
机态度、客观条件、程序方法、性质程度等情况，对干部的
失误错误进行综合分析，对问题作出精准处理，在严肃查
处违纪违法问题的同时， 加大对受到不实举报干部的澄
清关怀力度。

今年以来， 长沙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又发出41
起为担当者担当、 为负责者负责典型案例的公开通
报。“一年多来，面对网帖‘法官造假’引发的各种质
疑，内心承受着巨大压力。纪委以澄清的方式为我正
名，让我深切感受到党组织的信任……”11月1日，在
芙蓉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典型通报会
上，该区法院刑庭副庭长肖贞英被澄清正名后，哽咽
着说。

澄清问题“解心结”
干部正名“暖心窝”

湖南日报11月8日讯（见习记者
上官智慧）今天上午，湖南红三角
教育培训基地挂牌成立。 基地首
推的“韶山—桑植—十八洞”新时
代旅游长征路正式出炉， 将与即
将推出的湘—粤—赣， 洪家关—
刘家坪—天子山3条线路，成为湖
南乃至全国新时代长征路上的精
品旅游线路。

韶山是毛主席的故乡， 桑植
是红二方面军长征出发地， 十八
洞则是精准扶贫首倡地。 这条由
湖南红三角教育培训基地首推的
旅游线路，将新时代长征精神、生
态文明和精准脱贫、 乡村振兴战
略有机融合， 并为当地文化和旅
游资源注入新鲜活力。

据了解， 湖南红三角教育培

训基地于今年7月1日正式注册。
基地将依托湖南丰富的红色文化
和得天独厚的绿色生态资源，精
心策划组织开展党建教育、 红色
培训、研学实践、艺术交流和文旅
项目运营等， 致力于打造全省乃
至全国具有影响力的文化、旅游、
生态等产业融合发展和全域旅游
建设品牌。

湖南日报11月8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龙桂花
蒋周捷 李丹）11月7日，祁阳县七里桥镇金盆岭社区巡逻队发现3
座房屋附近堆着干稻草，立即处理。社区支部书记丁友文介绍：“巡
逻队每天开展安全巡逻，实现安全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火险、地质灾害等安全事故多发生在乡村，如何提高村
民安全防范意识，规避风险？发生突发事件时，如何自救互
救？对此，祁阳县积极探索、推进应急管理“村为主”工作机
制。即，一张网，责任到人，明确“谁来做”；一套制度，明晰职
责，解决“做什么”；一本台账，动态管理，解决“如何做”。

该县将543个行政村以200户或500人为基础， 划分为
1700余个网格，村干部、辅警、村民小组长和党员担任网格
员，每天开展安全巡逻，排查和消除安全隐患，宣传安全应急
知识等；明确县直各有关部门和乡镇、村的安全应急工作职
责、考核评比制度，严格奖惩；建立居民建房、红白喜事等管
理台账，强化动态管理，抓好防汛等极端天气及特殊时段应
急值守和巡查，每月至少开展一次以上安全检查。

推动应急管理“村为主”，引导广大群众主动关注安全问
题，积极参与解决安全隐患。到目前，取缔百花、椒山、光明等
3个城中村客运停车场， 全县累计拆除不安全的空心房和危
房480余万平方米，广大志愿者开展防溺水劝导3000余次。

湖南红三角教育培训基地挂牌成立
“韶山—桑植—十八洞”新时代旅游长征路首条精品线路推出

一张网 一套制度 一本台账

祁阳应急管理“村为主”护平安

11月7日，资兴市清江镇青草村，渔民在晾晒捕获的东江湖鱼。东江湖是湖南省的战略水源
地和重要生态屏障。近年，资兴市退养了东江湖内的万余口养殖网箱，保护一湖清水。为了推动
渔民从网箱养殖向大水面捕捞转变，保障他们的利益，该市每年向东江湖投放青、草、鲢、鳙等鱼
苗2000余万尾，投放银鱼受精卵近1亿粒。 朱孝荣 摄

秋日
鱼香

农村改厕又快又好赫山区

首创“4+1”轮值巡查机制

全体动员 全员知晓 全家上阵

已完成省定年度任务的91.5%，全省现场会推介其经验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
二等奖 10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770878
0 25298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227
697
7413

14
23
310

2228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2824
87192

396
2904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9年11月08日 第20191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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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元
02 3007 08 10 16 21 23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11月 08日

第 20192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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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5 1040 462800

组选三 459 346 158814
组选六 0 17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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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执法治理湘江株洲市

湖南日报11月8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黄祥湖）“以前领
过教育扶贫金，今年忘了领，没想
到工作人员把钱送上了门。”近
日， 有两个小孩就读安仁县实验
学校的金紫仙镇贫困户黄思良，
在领到1000元助学金后满脸笑
容。据悉，这是安仁县通过“互联
网+监督”数据比对，发现部分贫
困学生未领取2019年春季扶贫助
学金后，及时下发交办函的结果。

扶贫先“扶智”。为了让全县
1.1万名建档立卡在校贫困学生
都能上学， 该县全面落实教育扶
贫政策，在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
中教育、中职教育上，给予免学费、
免教材费、免教辅材料费、困难生活
补助、国家助学金、雨露计划等多项
帮扶措施。同时，县财政每年还拿出
780余万元， 为贫困学子发放生活
补助，实施全方位的教育扶贫。

为确保每一个贫困孩子都能

享受扶贫政策的“阳光”普照，今
年秋季开学后， 该县强力推进教
育扶贫专项治理， 组织教育、扶
贫、人社、财政等部门进行全面摸
底排查，共发现高中阶段有10人、
初中阶段有68人遗漏享受教育扶
贫资助。 县纪委及时督促教育部
门补发了资助资金计9万余元。据
了解，今年该县已累计为1.1万名
贫困学生， 发放了各类教育扶贫
资金1323.4万元。

安仁教育扶贫资金惠及万余名贫困生
今年发放各项教育扶贫资金1323.4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