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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阵雨转阴 16℃～23℃
湘潭市 晴转雷阵雨 18℃～27℃

张家界 晴 15℃～31℃
吉首市 多云 15℃～27℃
岳阳市 多云 18℃～26℃

常德市 多云转阴 17℃～30℃
益阳市 多云 17℃～27℃

怀化市 阴 16℃～24℃
娄底市 多云 16℃～27℃

衡阳市 阵雨 19℃～25℃
郴州市 阵雨转中雨 18℃～23℃

株洲市 多云 17℃～27℃
永州市 阵雨 18℃～23℃

长沙市
今天，多云转阴天，明天，小雨转中雨
南风 1～2 级 1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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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6日讯 （李劲宏 杨军 李礼
壹）近日，南县召开有26个相关部门“一
把手”参加的问题集中交办会议，对4月
初以来干部到片区、 网格走访群众收集
的241个民生问题， 逐一下发交办函，并
明确了办理程序和时限。

据了解，南县从4月初实施“三访三
化促发展解民忧”网格化社会管理，全县
副科以上干部每月下村工作5天，切实为

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在去年下半年开展
“三访三化促发展解民忧”专项活动基础
上， 南县今年结合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推行网格化社会管理。以
乡镇为片区、以村（社区）为网格，将全县
划分为12个片区、346个网格，按照“定点、
定人、定时、定工作、定责任”的要求，实行
“1+4+X”模式。即每个网格配备一名网格
长（由副科级实职以上干部担任） 及监督

员、管理员、民情员、治安员等“四员”，并安
排其他管理和服务人员若干。另外，力争按
“一格一警”配备民警。全县共将1050名科
级干部、285名民警及县、乡镇、村3000余
名干部，派到各网格中，每月集中5天时
间开展专项服务。采取群众签字评价、电
话回访等方式，评价考核干部绩效。

该县身有残疾的茅草街镇新尚村村
民黄小燕，原来办有养鸡场。驻网格干部

看到她的鸡场近来没了动静，上门一了解，
原来她将办鸡场的钱都用来治病了， 于是
会同县残联，启动应急救助机制，给黄小燕
送去5000元，让她把鸡场办下去。

本报5月6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朱三好 杨万里)日前，大山深处的永州市零
陵区菱角塘镇杉树山村村民刘雨凤第一次
用车从城里拉回了化肥。 他告诉记者：“现
在，去趟城里只要一个多小时。而此前，我
们走下大山就要一个多小时。” 去年底，该
村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修通8.51公里进村
公路。

2010年以来， 该区大力激发民间资
本投入农村公路建设， 加快推进“村村
通”。该区先后发放农村公路建设捐资倡
议书1.28万份，引导个体私营业主、经济
能人和社会各界人士积极为农村公路建
设捐款2.355亿元。并由此带动村民自发
为公路建设捐款、村集体多方筹资7.67亿
元。民间投入农村公路建设资金占全区4

年农村公路建设总投入的49.8%。 去年，
该区邮亭圩镇新街村在外经商的经济能
人唐自斌，目睹村里因为1.5公里的“断头
路”，而“村外汽车响、村民望路兴叹”的
现状。于是，他主动垫资18万元，带领村
民义务投工投劳，把公路修进村，结束了
村民肩挑手提的历史。

同时，该区加大争项目和财政“以奖代

补”力度，投入“村村通”建设资金10.1亿元。
并坚持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预算、统
一招标、统一监管、统一验收，严格工程督
查和监管，确保了工程质量。到目前为止，
全区实现100%的乡镇办事处通标准水泥
公路，95.6%的行政村通水泥公路， 近半数
村组组通水泥公路。 该区连续5年被省、市
评为通乡通村公路建设先进县区。

村靓自有“凤凰”来
本报记者 廖声田
通讯员 易善任 黎治国

桑植洪家关乡实竹坪村，距4A级景区贺龙纪念馆3.5公
里。过去路不平、水不通，曾连续10年娶不上1个新媳妇。如
今，实竹坪村摘取了“湖南省绿色村庄”、“湖南省特色旅游
名村”、“湖南省新农村示范村先进单位”、“全国‘美丽乡村’
创建试点”等诸多国家级、省级荣誉。现在，远近的姑娘们都
想嫁到实竹坪，去年，全村就娶回了7个新媳妇。

没几年时间，变化为什么会这么大？五四青年节前夕，
记者专程来到该村一探究竟。

“如今，村里跟城里一样富足，漂亮得跟花园似的。村民
住上了小洋楼，开上了小汽车，用上了电器，日子越过越红
火！”刚走到村口，碰上了老支书朱华林，他热情地拉住记
者， 指着红花绿叶点缀其间的一排排白墙黑瓦民族新居介
绍起来。

2009年，实竹坪村列入省级新农村示范村，目标一定，以
谢根祥为主的村支两委积极跑项目，找资金，实竹坪新农村
建设如火如荼地展开：2011年7月，争取资金300万元，硬化了
10个组12公里的通组公路；从水利、林业等部门争取资金60
余万元，新建300立方米蓄水池6座，铺设管道8500余米，配套
了540多亩的水利灌溉设施。2012年8月，启动“美丽乡村”创
建活动，投入12万元修建了垃圾处理场，配备卫生保洁员，对
全村房屋里外进行了垃圾清理和卫生整治。同时，投资500多
万元，建设具有浓郁白族风情的新村庄工程……

在谢根祥的引领下，记者来到了村民熊运的野猪基地，
只见他和几名饲养员正在忙着给野猪喂饲料， 他高兴地对
记者说：“前年，在县畜牧局和谢书记的帮助下，搞起了占地
20亩、50多间猪舍的野猪养殖基地。去年，除开成本，收入
200多万元，并带动10多户村民共同致富。”“一点不比在外
面打工差。”长年在野猪基地当饲养员的小王插话说。

“‘村在绿中、山在景中、人在画中’的美丽乡村已现雏
形。”谢根祥有些“炫耀”：全村296户，80%住进了白族新居；
新村庄工程今年5月将全部竣工。 全村发展花卉苗木1200
多亩，种植反季节蔬菜500亩，大鲵、野猪等特色养殖大户
20多个，村里还建起了10多家乡村旅游“农家乐”，去年人
均收入达9568元。

政府买单推免费孕检
本报记者 吴希
通讯员 彭上红

“孕前检查、心理准备、心态、提前打疫苗都是女性在怀
孕之前就应该准备的事情，不能掉以轻心。”4月底，在长沙
市岳麓区咸嘉湖街道开展的孕前优生健康知识讲座上，区
妇幼保健所专家为年轻的妈妈们讲解生育二胎应注意的问
题。目前，岳麓区符合“单独两孩”条件的夫妇可以享受30个
孕前优生项目免费检查。

家住白鹤咀社区33岁的胡女士已经有了一个6岁的小
孩， 因2014年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
孩子的政策,她也想再要一个孩子。但是她不定期会得风疹，
听一些老人讲孕期不能吃药， 她担心不吃药会在怀二胎期
间传染给孩子，十分苦恼。“讲座上专家跟我聊过后，告诉我
可以提前3个月打疫苗治疗，这样不会影响孩子，我放心了
许多！”胡女士高兴地对记者说道。

据悉，从2012年至今，该区已有1.3万对夫妇参加了免
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每人400多元的检查费用全部由政府
买单。

本报5月6日讯（记者 周勇军
通讯员 唐志君 彭静）“今年春节
回家，看到村里变化真大，新修的
农贸市场改善了圩场环境。 建议
农贸市场周围的垃圾桶、 焚烧池
等配套设施应该密度大一些，道
路两旁经营户乱搭乱建要整治。”
日前， 桃源县青林回维乡采菱村
艾维等6名流动党员通过远程视
频，与村支两委班子进行交流，交
流还用大屏幕向村里80多名党员
群众“直播”。在桃源县，2800多名

外出务工经商党员都参加过这样
的网络“乡村夜话”。

为确保流动党员在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不掉队”，桃
源县在完善流动党员信息库、搭建
短信互动平台的基础上，采取“网
络平台学”、“挂职支委带”、“远程
视频问”等形式，将活动相关精神、
动态等通过当地党建网、 政府网、
手机报及政务微博、微信、电子邮
件等网络载体，及时传达给流动党
员。同时，组织远程集中学习。县里

还选出412名政治素质较好、 文化
层次较高、热心村级事务的流动党
员，挂职担任村党组织副书记或委
员，加强流动党员与村党组织双向
沟通，广泛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

目前，桃源县39个乡镇和412
个农村远教站点建立了流动党员
网络促学平台， 共开展网络远程
学习531次。全县还发放电子调查
问卷2000余份， 初步征求流动党
员意见建议320多条， 其中115条
正在整改落实中。

张家界为青年创业出招
本报5月6日讯（记者 尹超 通讯员 田贵学 高庆）五四

青年节，一批省内和本市青年创业明星被张家界团市委、市
人社局请进市电视台演播厅， 向现场和全市团员青年畅谈
成长经历与创业感悟。他们中，有父亲因病去世、化悲痛为
力量艰苦创业、 终成就一番事业的伍玥霖， 与群众同甘共
苦、带领群众创办特色农场的大学生村官刘志鹏等。同时，
张家界市制订的解决青年创业难题的“创业点亮青春，奋斗
成就梦想”青年创业行动计划，全面启动。

在今年召开的共青团张家界市五届七次全会上， 张家界
团市委提出，汇聚起为实现旅游胜地梦、全面小康梦而奋斗的
青春正能量，把促进青年创业作为引导青年、团结青年、服务
大局的“头号工程”。团市委书记肖运谋介绍，去年以来，全市
各级团组织积极开展创业培训、岗位见习、贷款扶助等，重点
帮扶大学毕业生、困难青年、青年农民工及返乡青年。经培训，
8000多名青年相继创业。同时，为500多名农村青年争取到创
业贷款。目前，由全市成功企业和商会负责人组成的“青年创
业导师团”，为青年创业提供指导与支持。

本报5月6日讯（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皮康明）“我们是岳阳市
第一个领到‘单独二孩’ 生育证
的。太开心了！”今天上午，岳阳市
岳阳楼区金鹗山街道办事处太子
庙社区李继强、陈欣芳夫妇，从区
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工作人员手中
接过二孩生育证时， 幸福地向在

场所有人展示。
去年11月， 单独二孩政策颁

布后，陈欣芳没有犹豫，立即和老
公决定要生二孩。 今年4月29日，
《湖南省“单独两孩”政策实施办
法》正式出台下发，社区工作人员
告诉李继强夫妇可以正式申请办
理《再生育证》了。由于相关资料

早已准备好， 他们很快通过了居
委会计生专干、 街道办事处计生
办、区人口计生局的审批，依法公
示5日后，顺利领到了再生育证。

为了方便市民办理再生育
证， 岳阳市人口计生委下发了便
民办证“十二条”，将进一步简化
审评程序，做到“即来即审、及时
审批、限时办结”；对有特殊情况
不能办理的， 要求计生工作人员
上门服务，上门办证。

衡州大道工程
一成果达国际先进水平

本报5月6日讯（朱章安 车清）近日，在广州举行的科技
成果鉴定会上， 中铁二十五局负责施工的衡阳市衡州大道
工程“跨大型电气化铁路站场整体纵移1-168m系杆拱桥施
工技术”，经专家认定，其整体技术水平达到国际同类技术
先进水平。

据中铁二十五局衡州大道项目部技术负责人介绍，衡
州大道跨京广铁路衡阳站站场立交桥全长172米，为国内第
二大跨度钢架式钢管混凝土系杆拱桥。 该桥也是我省首个
同时“跨江、跨城市主干道、跨铁路”的“三跨”市政工程。

鉴定专家认为， 该桥施工中采用的跨大型电气化铁路
站场整体纵移1-168m系杆拱桥施工技术， 施工难度巨大，
科技含量非常高，国内外罕见。

网格化管理服务到家

激活民资铺就村村通

记者在基层

网络平台学 挂职支委带 远程视频问

桃源流动党员离乡“不掉队”

岳阳便民办理再生育证

5月6日， 湖南城
市学院的党员教师代
表，将“一帮一特困学
生资助金” 的首笔经
费送到学生手上 。在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中， 该校已有
100余名党员教师，与
特困学生、 困难教职
工 开 展 结 对 帮 扶 活
动。

本报记者 谭克扬
通讯员 黄晔 孔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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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明星传授“创业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