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1月10日讯 （记者 陶小
爱 通讯员 黄春元 ） 今天 ， 长沙
市望城区第二中学迎来了七十周
年华诞。

建校70年来 ， 望城二中先后

向社会培养输送毕业生2万多人 ，
著名学者谢干权 、 药学专家周庆
年、 战斗功臣谢炳勋从这里走出。
2003年， 学校升格为长沙市示范性
高级中学。

望城二中举行70周年校庆

邵阳市 晴转多云 9℃～17℃
湘潭市 晴转多云 10℃～17℃

张家界 多云转小雨 9℃～17℃
吉首市 多云 9℃～17℃
岳阳市 晴转多云 9℃～14℃

常德市 晴 7℃～17℃
益阳市 多云 9℃～15℃

怀化市 多云 9℃～16℃
娄底市 晴转多云 10℃～15℃

衡阳市 多云转阴 10℃～15℃
郴州市 阴 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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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10日讯 （陈历林 陈康
蒋剑平 ）“老周 ， 继满家婆媳吵起来
了 ，你快去看看吧 。”近日深夜 ，听见
村民叫喊，新邵县大新乡邓东村70岁
的无职党员周维才迈开大步，迅速赶
到 “出事点 ”，悉心调解 ，很快化解了
一起婆媳纠纷。

为发挥好无职党员的作用，今年
来 ，新邵县在农村 、城镇社区和非公
企业开展 “设岗定责， 争当先锋”活
动 ，按照 “科学合理 ，简便可行 ，因事
设岗，按需选岗”原则，为1.2万名无职

党员“量身定岗 ”，设立了政策宣传 、
发展经济 、维护稳定 、扶贫帮困等10
类岗 。县委常委 、县委组织部部长罗
万方告诉记者，开展这一活动旨在搭
建一个大舞台，让无职党员找到适合
自己的角色，在各类岗位上发挥党员
的先锋模范作用。

为避免搞形式、走过场，新邵县委

鼓励基层党组织大胆创新， 因地制宜
设岗定责， 并将设岗定责与公开承诺
紧密结合起来， 调动了无职党员参与
基层事务、促进科学发展、争当优秀党
员的积极性。目前，全县无职党员向群
众作出承诺3.5万条，其中已兑现2.9万
条。同时，各地通过将无职党员纳入村
级后备干部进行强化培养等形式，积

极为他们在村级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创造条件和机会。目前，已有47名无职
党员进入村支两委班子，106名无职党
员成为村级后备干部。

目前，全县无职党员已收集社情民
意10万余条，为民办实事好事3万余件，
调解矛盾纠纷6000多起，引进致富项目
1000多个，助农民增收2000多万元。

本报11月10日讯 （通讯员 张毅
朱小金 记者 白培生 李秉钧 ）“这
一箩筐橘子，以前最多卖150元，现在
卖200元不成问题。”10月中旬，正是资
兴柑橘采摘旺季，库区移民黄仁成告
诉记者，他家种了6亩精品果园，今年
柑橘收入有望达到7.5万元，比以前增
收1.3万元。

资兴市水果种植面积达 6万多
亩 ，但因土地资源过度开发 ，水土流
失严重，给东江湖环境保护带来巨大
压力。 为解决库区移民增收与环保的
矛盾 ，该市于2008年开始实施 “精品
果园 ”工程 ，由以前单纯靠扩大面积
增加产量 ， 向依托科学管理提高产
量、质量和效益转变。 全市计划以东
江库区为重点，在“十二五”期间建设

“精品果园”2万亩， 把东江库区打造
成湘南乃至全国的柑橘精品果商品
化生产基地。

“精品果园”工程，即采用现代农
业技术，建立品种优良、设施完善、管
理科学，果品产量高、质量优、效益好
的现代化水果产业基地。 资兴市先后
投入1000多万元， 用于扶持移民改良
水果品种 、完善果园配套设施 ，并开
展科技培训等。 同时，大力推广测土

配方施肥 、物理杀虫 、控水增色增糖
等先进栽培技术。

目前，资兴市已在清江、黄草、滁
口 、白廊 、坪石等库区乡镇发展以柑
橘为主的规模化 、标准化 、高效化精
品果园5000多亩 。 清江乡实施
“精品果园”示范基地建设后，亩
产由原来3000公斤提高到3500
公斤，“清江柑橘”迅速成为全省
有名的水果品牌。 同时，由于柑

橘品质提升，收购价也大幅提高。 据
该市相关部门测算 ，今年全市 “精品
果园”柑橘产量可达1.75万吨，实现销
售收入6300万元， 果农可增收1500多
万元。

本 报 11月 10日 讯 （记 者
张 湘河 通讯员 李国军 石明 吴
婷）11月9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
会、北京中金公益基金会与古丈
县政府就 “山村幼儿园计划”举
行启动仪式，这标志着全省首个
“山村幼儿园计划” 项目在该县
正式启动，填补了我省贫困山区
学前教育空白。

“山村幼儿园计划”是中国发
展研究基金会为解决西部贫困地
区幼儿接受早期教育而推行的一
个项目。 根据实施方案，古丈县第
一批“山村幼儿园计划”项目在以
土家族、苗族为主的4个少数民族
乡镇建设， 共开设40个幼儿教学
点， 为边远山村3至5岁的幼儿提
供良好的学前教育服务。

本 报 11月 10日 讯 （记 者
向 国生 廖声田 通讯员 刘仲
九 ) 最近 ， 记者走进慈利县朝
阳乡岩岗村 ， 只见家家户户房
前屋后干净整洁 ， 村头小河清
澈见底 。 村党支部书记朱正松
介绍， 通过开展乡村环境治理，
大大提高了村民的环卫意识。

今年来 ， 该县开展 “创建
生态乡村 、 优化乡村环境 ” 活
动，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目前，
全县已累计投入 1500多万元 ，
已有90%的乡镇和村基本达到张
家界市及慈利县环境治理验收
标准。

本报11月10日讯 （通讯员 陈
新祥 张军 记者 彭业忠 ）11月 9
日， 记者从龙山县委宣传部了解

到，该县已全面完成2013年度党报
党刊发行任务， 其中，《湖南日报》
订阅份数达到了1015份。 本 报 11月 10日 讯 （记 者

段云行 贺威 通讯员 刘志洪
万瑞奇 彭小鹄） 记者今天从娄
底市地税局获悉， 今年1至9月，

娄底市入库地方税收27.9663亿
元 ， 占全年计划的 83.73% ， 上
半年收入进度 、 增幅均列全省
第一。

本 报 11月 10日 讯 （记 者
朱 章安 通讯员 伍涵 刘国欣 ）
最近 ， 我省第一个价格公共服
务大厅在衡阳市物价局办公楼
一楼启用 。 这是衡阳市价格工
作服务群众 、 促进效能提升的

一项新举措。
据衡阳市物价局局长尹同

君介绍 ， 价格公共服务大厅设
价格鉴证和价格举报两大窗口，
将更加方便群众办事和查询价
格政策。

本报记者 郭云飞 杨军
通讯员 雷越毅 石科圣 陈伟

益阳市在创先争优活动中，大力实
施“凝聚力工程”，全市8000多个基层党
组织、23万多名党员成为经济社会发展
的坚强战斗堡垒和有生力量，为实现后
发赶超、富民强市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创新活动载体，
把党的旗帜树起来

创先争优活动中，益阳市按照中央
和省委的统一部署，坚持“规定动作不
走样，自选动作有创新”。市委多次召开
常委会，确定以实施“凝聚力工程”作为
创先争优活动的重要载体。 “凝聚力工
程”着眼于提高党组织的吸引力、感召
力与影响力，切实做好凝聚党员、群众
与社会的工作。 它包含经济、 政治、文
化、 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诸多方面，从
加强党员教育管理、努力为民办实事入
手， 着力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吸
引力和战斗力，密切党同群众的血肉联
系， 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实现益阳跨越式发展 、 使人民得
到更多实惠， 是 “凝聚力工程” 的核
心内容。 益阳市始终把改善民生作为
推进 “凝聚力工程 ” 的关键 ， 开展
“惠民服务先锋行” 活动， 实施涵盖增
收富民、 促进就业、 社会救助、 教育
均衡、 人口和健康、 文化普惠在内的
“民生工程6大行动计划”。 同时， 党员
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解难题。 市委将领
导干部调查研究制度、 干部住村 （社
区 ） 入户制度 、 干部结对帮扶制度 、
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制度与乡镇 （街道）
民情台账制度， 落实到 “下基层惠民
生， 解难题促发展” 和 “万名干部驻
千村， 百乡万户大走访” 等主题活动
之中 。 全市2356个机关党组织与1786
个农村党组织结对， 做到市直机关单
位活动覆盖所有乡镇 ， 县 （市 、 区 ）
机关单位活动覆盖所有村、 社区。 据
不完全统计， 各项活动开展以来， 全
市共记民情日记4.5万多篇， 收集群众
意见建议8500多条， 撰写调研报告450
多篇， 解决各类问题2780多个 。 安化

县全面实行 “一访两记三解答” 民情
直达工作法， 2790名县 、 乡镇干部与
村级党组织负责人及老党员组成558个
民情直达工作组， 做到了解民情、 真
情纳谏、 扶贫帮困、 宣讲政策、 化解
矛盾和促进发展 “六进家门”， 收到良
好效果。

抓好组织建设，
让党的基础强起来

整顿软弱涣散的基层党组织是“凝
聚力工程”的一项重要工作。益阳市按照
一定比例倒排出一批班子软弱涣散、集
体经济薄弱、 服务能力较差的基层党组
织，制订整顿转化计划，落实整改帮扶措
施，限期整顿提高。 对评定为“较差”的
370个基层党组织，采取“五个一”（一名
领导、一套班子、一个指导员、一个整改
方案、一抓到底）的办法进行整改提高。
目前，已对全市232个“较差”村级党组织
明确了联系领导，组建了整改班子。

同时，积极拓展非公有制企业党组
织覆盖面，探索非公企业党组织发挥作
用的有效途径。开展“两新”组织集中组
建活动，共组建非公企业党组织604个，
其中今年新组建60个，派出党建工作指
导员748名。

还以召开现场经验交流会等形式，扎
实推进“万企联村、共同发展”工作。目前，
全市共有508家民营企业对口联系812个
村，51位民营企业家回乡任职， 共实施各
类项目614个。 在社区，以扎实推进“四有
一化”（有人管事、有钱办事、有章理事、有
处议事与社区党建区域化）为基础，开展
街道大工委制和社区兼职委员制试点，并
推行网格化管理 、
组团式服务。

积极探索流动
党员管理新途径 ，
为全市9500多名流
动 党 员 营 造 一 个
温暖的“家”。同时，
设 立 困 难 党 员 帮
扶基金， 加强对老
党员、 困难党员和
农 村 基 层 党 员 干
部的关心和帮扶 。
全 市 村 级 党 组 织

书记人均年基本报酬由2008年的3900
元提高到目前的8100元，全市村级组织
运转经费从村均4万元提高到7万元，最
低的村不少于5万元。

通过实施 “凝聚力工程”， 基层党
建进一步强基固本，广大党员的党性意
识、身份意识、宗旨意识明显提高，先锋
模范作用进一步发挥。

加强廉政建设，
使党的形象亮起来

益阳市委书记马勇多次在全市领
导干部廉政报告会上说， 在惩治腐败
上，市委、市政府全力支持纪检监察机
关执纪办案，无论是谁，不管职务多高、
功劳多大，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依
纪依规严肃处理，决不姑息。

在实施“凝聚力工程”中，益阳市坚
持从教育、制度、惩处3个方面来推进党
风廉政建设， 树立党的清正廉洁形象。
他们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定
期检查考核各级各部门党风廉政建设
责任制落实情况；落实领导干部廉洁自
律各项规定和制度，进一步健全领导干
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述职述廉、民主
评议、重大事项报告等制度，全方位加
强干部监督管理等。切实加大违纪违规
案件查办力度，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
势，以反腐倡廉的成效取信于民。 益阳
市纪检、监察部门既从重点领域、关键
环节、重要岗位入手，查处大要案件，解
决突出问题，也着力查处违法乱纪的村
干部、学校负责人等“小人物”，解决直
接损害群众利益的“大问题”。 去年，共
查办案件45起， 给予党纪政纪处分57
人，问责处理64人，其中处级干部11人。

益阳还开辟了 “党风廉政舆情在
线”。 全市包括市委书记、市长在内的2
万多名领导干部集中“晒网”，向全社会
公布照片、姓名、职务、职责、办公电话
等，全面接受社会监督。

新邵无职党员大有作为

资兴“精品果园”促农增收
今年果农可增收1500多万元

全省首个“山村幼儿园计划”
在古丈启动

慈利投巨资治理乡村环境

衡阳启用价格公共服务大厅

娄底地税强力挖潜增收
龙山完成党报党刊发行任务

凝心聚力党旗艳
———益阳市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综述

11月10日，70岁的康乃馨互助小组长张运
清（右），来到近80岁的老人占四英家中走访。近
日，长沙市雨花区新华园小区的11名70岁以上
空巢老人组建起康乃馨互助小组， 互帮互助、
彼此温暖。 本报记者 赵持 摄

本报11月10日讯 （记者 蒋剑平
戴勤 通讯员 杨贵新） 隆回县近日召
开冬季造林动员大会，计划今冬明春
造林15万多亩，包括人工造林、补植补

造、无节良材培育、石漠化综合治理、
长江防护林造林、退耕还林配套荒山
造林等。今冬明春，隆回县还将建设绿
色通道50公里、绿化示范村庄30个。

隆回今冬明春造林15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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