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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2日讯（记者 周俊 通讯员
周哲 黄妙）11月22日， 娄星区纪委监委对全
区脱贫攻坚领域作风问题展开抽查， 倾听群
众意见。

据了解， 娄星区把开展专项整治作为推
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取得成效
的重要举措来抓，把“问题清单”转化为指导
实践的“行动清单” 和促进工作的“成效清
单”，激励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目前，该区共查
摆重点问题173条，制订整改措施257项，完成
专项整改145项，推动建章立制62项，为群众
解决问题213个，整改完成率达84%。

主题教育中，娄星区全面开展自查自纠，
深入检视问题。区级领导围绕“七个是否”和
“九问”，普通党员围绕“党员意识、担当作为、
服务群众、遵守纪律、作用发挥”等内容，查找
差距和不足。采取谈心谈话及不打招呼、一竿
子插到底等方式，进入工作任务重、困难问题
多、群众意见大的领域，广泛征求基层意见，
列出问题清单。同时，逐项对标、逐项落实整
改。出台13条具体措施，使会议、文件分别减
少45%、54%，撤销合并督查考核114项、精简
86%；开展“百日攻坚”行动，打通影响中心城
区城市建设和交通安全“肠梗阻”；统筹推进

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整治， 立案查处群
众身边腐败问题73起， 追缴退缴资金581万
元； 稳妥化解民间融资风险， 盘活资产42亿
元，化解陈案70%以上。

娄星区还扎实推进软弱涣散党组织整顿
工作，对全区204个村（社区）班子和1259名村
（社区）干部进行了全面考察考核、精准画像，
对表现优秀的22名村干部予以通报表彰，对
13名村干部予以处理。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全
区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67个， 问责不
担当、不作为的党员干部55人，并为6名党员
领导干部公开澄清不实举报，消除负面影响。

把“问题清单”转化为“行动清单”

娄星区 主题教育念好“改”字诀
把“问题清单”转化为“行动清单”

娄星区 主题教育念好“改”字诀

湖南日报12月2日讯（通讯员 肖井冬 记
者 颜石敦）11月28日， 桂阳县莲塘镇润冲瑶
族村贫困户张传富乐呵呵地说， 在驻村帮扶
工作队帮助下，今年他家种的4亩玉竹喜获丰
收，家里还养了11头猪，年纯收入预计可达6
万元，脱贫不成问题。

桂阳原有贫困村33个，贫困群众12272户
30448人。针对贫困群众缺资金、产业、技术、
销售路子的状况，近年来，该县按照“村村有
产业、有企业、有合作社，户户有项目、有增收
来源” 目标， 牢牢牵住产业扶贫这个“牛鼻
子”， 大力建设“药材村”“烟稻村”“水果村”
等。至去年底，33个贫困村全部出列，11258户

28319人脱贫，贫困发生率由2014年5.13%降
至0.28%。

为发展精准扶贫产业， 桂阳县出台鼓励
政策，并设立产业发展基金，扶持贫困户自主
发展产业。对带动作用强的企业、合作社，给
予信贷支持、专项奖补等。目前，全县建设种
养示范基地380余个，发展优质稻、生态茶园、
特色蔬菜等50余万亩， 带动14.6万农户增收
致富。 该县先后被评为中国好粮油行动示范
县、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湖南省
中药材种植基地示范县等。

桂阳县还推行“企业+农业合作社（能人、
大户）+贫困户”模式，强化利益联结机制，培

育农业龙头企业134家、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918家、种养大户1326户，形成“政府帮扶、企
业引领、合作社带动、贫困户受益”的共赢格
局。其中，辣都食品、欧阳海米业等8家龙头企
业， 共帮扶5210户贫困户种植辣椒、 优质稻
等，使每户年均增收近1000元。方元镇谷田村
刘跃平返乡创业，带头成立西溪田园综合体，
种植辣椒2万亩，带动1000余户农户增收。

村村有产业 户户有项目

桂阳县 脱贫攻坚牵住“牛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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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阳县 脱贫攻坚牵住“牛鼻子”

“枫”光迷人
12月2日，湖南省森林植

物园枫香大道， 市民带着小
猫欣赏枫叶。 该植物园有枫
香、 红枫、 银杏等彩叶植物
150余种， 彩叶植物面积达
800余亩。目前，园内的彩叶
植物叶子已大面积变黄、转
红，呈现出五彩斑斓的景观。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通讯员 彭炜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12月2日讯 （记者 王晗 唐
亚新 通讯员 肖强）今天是第8个全国交通
安全日，在长沙市举行的主题活动上，长沙
交警发布了2019年酒驾大数据。今年1至8
月，长沙代驾需求同比增长49.37%，增速
居全国第二。

今年以来，长沙交警按照“全覆盖、零
容忍、严执法”要求，建成全国领先的闭环
运行涉酒驾驶执法监督系统， 集中开展了
治理酒驾醉驾违法犯罪行为专项行动。至
10月底， 共查处各类交通违法428.3万起，
其中酒后驾驶9429起，醉酒驾驶2915起。

持续整治和宣传倡导双管齐下， 市民
交通安全意识全面提升。相关数据显示，自
长沙交警开展专项行动以来， 代驾指数持
续上升。而从代驾需求来看，周五至周六是
一周中代驾需求高峰期，每日19时30分至
24时是代驾需求高峰时段。

同时，继去年启动“零酒驾街区”创建后，
今年长沙以警企合作、部门协作等方式，推动
“零酒驾”创建活动再升级。8月起，率先在全
国推出“零酒驾城市”概念和“零酒驾城区”创
建工作，新增20个“零酒驾”示范创建乡镇、
街。9至11月，长沙代驾需求同比增长76.37%。

多措并举严惩酒驾
长沙成全国代驾需求增长第二快城市

湖南日报12月2日讯 （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文和生） 今天是第8个全国交通安
全日。岳阳市举办主题宣传活动，启动首届
百日“零违法”竞赛，将在全市寻找并表彰
100名100天“零违法”好司机。

此次启动的“零违法”竞赛，比赛时
间为2020年1月1日至4月9日。 岳阳市

登记注册的除摩托车、 拖拉机以外，其
余手续齐全的车辆的车主，从即日起可
报名参赛 。比赛期间 ，参赛车辆行程不
得低于500公里， 且车辆应无交通违法
记录。活动结束后 ，主办方将公开随机
抽取100个幸运奖， 按等级对获奖者进
行奖励。

岳阳启动首届百日“零违法”竞赛

湖南日报12月2日讯 （记者 宁奎 通
讯员 张新）12月2日下午， 张家界市举行
2019冬季旅游营销系列活动新闻发布会，
介绍10大主题活动与6大冬季活动奖励
（优惠）政策。

据了解， 系列活动由张家界市政府主
办，以“冬游张家界、嗨动全世界”为主题，
以赏雪景、泡温泉、滑冰雪、品民俗为主打
产品， 从今年12月1日至明年2月29日举
行，历时3个月。

活动期间，张家界市将推出10大精彩
纷呈的主题活动，包括“对接百强社、共谋
大发展”、国际旅游营销智库会议、丝绸之
路友好城市协作体年会、国际旅游诗歌节、
冰雪世界滑雪馆开馆、“仙境张家界、 元宵
狂欢节”等。同时，推出6大奖励（优惠）政
策，即冬季优惠价格、大型会议奖、专列奖、
大型活动奖、航空奖励、鼓励支持与全国百
强社对接合作。

系列活动自2017年起，已成功举办两次。

推出10大主题活动、6大优惠政策
张家界举办冬季旅游营销系列活动

湖南日报12月2日讯（见习记者 聂沛
通讯员 廖欣娅）11月27日上午， 衡阳市南
岳区与中核健康投资有限公司正式签订南
岳高端康养项目协议。

作为南岳区首家高端康养项目， 也是
该区成功创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后
引进的第一个重大旅游产业项目, 该项目
将依托南岳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 百亿级
别的旅游市场，推进南岳旅游走向高端化、

国际化。
根据协议， 中核健康投资有限公司拟

增资扩股衡阳市灵芝山庄有限公司， 引进
悦榕集团管理运行康养酒店， 同时与南华
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合作， 共同开发建设高
端体检、 健康管理、 康养结合的旅游综合
体，总投资约20亿元。目前，该项目已完成
科研、地勘、环评和规划设计等前期工作，
不日将正式开工建设。

南岳引进首家高端康养项目
推动旅游走向高端化、国际化

湖南日报12月2日讯 （记者 杨军 通讯
员 周云峰 李作良）一夜寒风，枯叶飘零。12
月1日， 记者在安化县冷市镇文昌村看到，村
民们正在打扫村道上的枯叶。 通过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安化农村呈现出“道路干净、溪沟
畅通、田园清洁、庭院整洁”的美丽景象。

今年来，安化以“三清一改”（清垃圾、
清沟塘溪流、清农业生产废弃物，改变影响
农村人居环境的不良习惯） 为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重点内容，累计投入涉农资金2.6亿
元，其中安排专项资金1.27亿元，用于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中沟渠清理、河道保洁、垃圾
转运、厕所改造等基础设施建设。在垃圾收
集处理方面， 全县今年共投入8000万元，

添置垃圾转运车134台， 购置大小垃圾桶
近20万个， 合理设置垃圾收集点3880多
个，清除卫生死角21768处，清理农村生活
垃圾6.5万吨，初步建立“户分类、村收集、
乡镇转运、县处理”的城乡生活垃圾治理一
体化收转运体系。

安化县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实行“月
督查、季点评、年考核”。每季度随机抽查各
乡镇1/3的行政村和30户农户，将每次督查
情况全县通报。 同时， 发挥村民主人翁作
用，全县433个行政村（社区）将人居环境整
治、 乡风文明内容写入村规民约， 共建立
300多支义工服务队， 总人数达8万余人，
已投工30多万个。

安化为农村人居环境“美颜”

湖南日报12月2日讯（记者 龚柏威 通讯
员 谢业 曹靖华）今天，沅江市新湾镇，当地
居民刘祥驾驶三轮车穿梭于橘园和家之间。
“这车是我运橘子的工具， 几个月前被偷，多
亏南县警察追回来， 赶上了运送今年这一批
橘子。”刘祥高兴地对记者说。

11月20日， 刘祥从南县公安干警手中领回
了自己的失窃车辆。当天下午，南县公安局茅草
街派出所举行退赃大会，共有22辆失窃车辆物归

原主。茅草街派出所所长吴竞介绍，11月初，该所
捣毁一个流窜盗窃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4名，破
获车辆盗窃案24起， 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4万余
元。“村警在破获这起案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吴竞说，今年9月以来，该镇连续发生多起车辆盗

窃案。在一次案情分析会上，一名村警发现了监
控视频中有张脸很眼熟，此人正是他在村里做信
息采集工作时上报的重点防控对象。 据此线索，
警方顺藤摸瓜， 很快将一个盗窃团伙一网打尽。
收缴的失窃车辆中，就有刘祥的三轮车。

茅草街村警：
认出一张脸 追回失窃车

湖南日报12月2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
员 曾永群 李付红）近日，永兴县柏林镇党委
原书记王丽萍因严重违纪违法、 涉嫌贪污挪
用公款上千万元， 被开除党籍并移送检察机
关审查起诉。

今年41岁的王丽萍，曾先后担任过3个乡
镇的党委书记。3年前，王丽萍与前夫离婚，她
把全部心思放在了女儿身上。 为把女儿培养
成才，她不顾自己的经济状况，把女儿送到广
州市一所收费昂贵的民办中学就读。 为支付
女儿学费及后来的赴美留学费用， 王丽萍一

门心思只想发大财。一方面,她利用其镇党委
书记的职务便利，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
开发票报账的方式贪污公款；另一方面，她积
极参与炒房，幻想一夜暴富。

去年6月， 王丽萍从柏林镇3名个体老板
那里先后借款1500万元， 在广州市购买了一
套价值1500多万元的豪华别墅。借款到期后，

老板们多次向王丽萍催讨， 王丽萍再次将目
光瞄向公款， 将柏林镇政府征地拆迁补偿款
挪用偿还其巨额借款。 纸终究包不住火，最
终， 已辞去公职的王丽萍因严重违反党的政
治纪律、组织纪律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构成
职务违法并涉嫌贪污、挪用公款犯罪，被依法
处理。

女乡镇党委书记：
贪污挪用上千万元公款被法办

湖南日报12月2日讯 (见习记者 成俊
峰 通讯员 钱辉)百万亩油茶花迎寒绽放，
白花映衬绿叶，黄蕊点缀其间，远远望去，
如同万千蝴蝶飞舞油茶林间。 这是记者今
天在常宁市西岭镇看到的景象。

油茶花开，不仅美了山村，还带旺了乡
村旅游、带富了农家。西岭镇党委书记刘政
兵介绍， 今年西岭镇获评全省首批农业特
色小镇之“油茶小镇”，“油茶”名声在外，吸
引大批游客前来观光旅游、赏花尝蜜，当地
因此发展起“赏花经济”。“短短几天时间，

就挣了近2000块钱。”73岁的西岭镇平安
村村民廖生右说， 她家的炸红薯丝、 红薯
片、鸡蛋等土特产，成为游人眼中的“香饽
饽”。

近年来， 常宁市将发展旅游作为乡村
振兴的重点，出台《关于推进农村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加快休闲农业与
乡村旅游建设，探索出“公司+合作社+基
地”“公司+农户+基地”“公司+基地+农户
+旅游休闲+市场营销”等多种模式，助力
常宁一二三产业快速融合发展。

常宁油茶花开带旺乡村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