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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点听民声

■创新在基层

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让百姓吃上放心肉”

永兴：“草根能人”宣讲团活跃基层

本报记者 朱章安
通讯员 王朝顺 朱福华

“看被水冲毁的道路是否修好、山
塘塘坝塌方维修加固是否落实，研究取
缔黑屠宰场的问题。”6月19日上午，衡
阳市石鼓区委书记陈竞再次来到其联
系点———松木乡松木管理处，问群众冷
暖，解村民生产生活忧愁。

一到松木管理处，陈竞直奔被“端
午水”冲毁的村道和杉木塘组何古皂塘
塘坝塌方现场，看到道路已修复，了解
到塘坝维修加固方案已制订后，他又来
到香炉丘组，查看设在这里的一处“黑
屠宰场”。

“黑屠宰场”设在一栋两层楼房旁，
被水冲洗过的地面仍散发出恶臭味。

看到区委书记来了解“黑屠宰场”
的问题，一些村民赶来，七嘴八舌议论
起来。

“这个‘黑屠宰场’已有10多年了，
相关部门曾几次组织取缔， 但没过多
久，又死灰复燃。主要是个别执法人员

不坚持原则，导致执法不彻底，群众怨
气很大，敢怒不敢言。”老党员王积衡介
绍。

“屠宰场每天凌晨三四点钟就杀
猪，每天要杀6到10头，我们很早就被吵
醒睡不着觉。”村民魏志春说。

“猪粪和污水把池塘都塞满了，池

塘的水都变黑了， 好几年没有放鱼
了”、“组里一口井的水也变臭了，别说
喝，连洗衣服也不行”、“最可怕的
是， 有时屠宰场偷偷宰杀病、死
猪，猪肉卖到市场上和一些饭店、
排档、熏腊肉的店里”……村民纷
纷诉说。

听了村民的反映， 陈竞心情沉重，
他态度坚决地说：“取缔这个‘黑屠宰
场’，7月份一定要到位， 要让百姓吃上
放心肉、喝上干净水。”

在充分征求蹲点干部和村民的意
见后，陈竞对取缔“黑屠宰场”作了详
细部署， 要求乡村干部与执法部门首
先上门做好屠宰场主的思想工作，再
由分管副区长牵头组织经贸、食安办、
公安与市商务部门联合执法。 同时建
立长效机制，确定专人跟踪督查，防止
死灰复燃。

陈竞叮嘱在场的乡村干部：“取缔
‘黑屠宰场’， 直接关系到群众生活，要
把它作为乡村两级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的一项考核内容，乡村党员干
部立场要鲜明，态度要坚决，措施要过
硬，确保取缔到位，让群众放心、满意。”

本报6月25日讯 （记者 李秉钧 白培生
通讯员 许群飞 曾翔）“县里有个‘草根能
人’宣讲团，我们请团里的养猪大户曹远
军来村里，给大家上了一课。”近日，永兴
县鲤鱼塘镇申明亭村支书廖飞阳高兴地
说,申明亭村是种养大村，曹远军讲的课通
俗易懂、好学管用，大家听了很受益。曹远
军还主动提出与村里结对，帮助做大养殖
产业。

在基层， 如何把党的致富政策以及种
养技术等，生动形象地向老百姓传播？今年
3月，永兴县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的开展，创新工作方式，组建“草根能人”
宣讲团，以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把政策、
技术送到百姓家。 他们在全县范围内寻找

“草根能人”，由各村（社区）、企业、乡镇等
摸底、上报，最后筛选出党的十八大代表、
农村电影放映员马恭志，全国“最美乡村医
生”———蛇医曾宪国， 返乡创业青年企业
家、华创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许群华等50
余人，聘请他们为宣讲团成员。

宣讲团成员运用自己的专长， 准备了
50多堂宣讲课，让百姓“点菜”。永兴县马
田镇水源村环卫整治“月考核”成绩一直排
名全县前列， 村支书刘列彪把村里的经验
总结出来， 先后到21个乡镇宣讲。 尽管很
累， 但刘列彪总是笑着说：“我是累并快乐
着，只要大家爱听，我就愿意讲。”据了解，
“草根能人”宣讲团组建3个月来，已在基层
宣讲550多场次，受到群众好评。

本报6月25日讯（通讯员 蔡东瀛
贺加贝 记者 杨军） 益阳市资阳区
长春镇沿河垸村村民近日投诉当地
土地整治项目存在质量问题。 区有
关部门查实后， 对长春镇国土所长
藏某予以免职处分。据了解，在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 资阳区
着力解决干部“四风”问题，对公务
用车违规、 招商奢侈浪费、 公款送
礼、公款大吃大喝及“庸懒散”等进
行专项整治， 至目前已先后查处相
关问题21起，立案调查7人，给予党
纪政纪处分7人、诫勉谈话5人、通报
批评9人。

为使教育实践活动取得实效,资

阳区纪委聘请6名作风建设特约监
督员，先后组织了23次暗访，重点检
查国家公职人员“四风”问题，包括
迟到早退，上班玩电游、炒股、聊天、
到娱乐场所打牌休闲、 在办公室打
瞌睡， 以及公款大吃大喝、 公款送
礼、 公车私用、 公务用车超编超标
等。区纪委已印发“作风建设督查通
报”5期，并在副科级以上干部及村、
社区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大会上,播放
作风建设检查暗访视频， 深入开展
宣传，强化教育提醒。目前,资阳区干
部“四风”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干部作
风得到有效改观,暗访中发现违纪违
规事件已大大减少。

资阳区： 重拳整治干部作风

长沙公布
政府“权力清单”

市本级行政审批项目完成清理，
保留179项，精简比例达58%
� � � � 本报6月25日讯（记者 王茜）记者今天从长沙市机构
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了解到， 全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已完成
第一阶段工作， 即对全市市本级行政审批项目进行清理精
简，形成《长沙市市本级行政审批项目目录》，仅保留市本级
行政审批项目179项，在原市政府令(106号)和(122号)所公
布的428项基础上精简比例达到58%。

垂直管理单位行政审批项目40项也一并公布。 此外，
本次清理精简还将向区县（市）下放64项、彻底取消74项，
另外还有一部分权限将暂时调整为“政务服务”和“政府内
部管理”等事项，下一阶段将进一步清理规范。《长沙市市本
级行政审批项目目录》 已于近期以市政府令的形式进行公
布。市民可以通过长沙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中国·长沙”进
行查询。

《长沙市市本级行政审批项目目录》的形成历经审批
部门自清、审改办初审、合法性审查、专家咨询论证、市审
改工作联席会议会审、向社会公示征求意见、市政府常务
会议审议等10余个环节和流程， 最后经市委常委会议审
定。整个清理精简过程，依法依规、科学规范、严谨高效，
符合中央和省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精神， 适应了经济社会
发展需要，有望释放改革发展红利，并顺应社会各界群众
期盼。

据了解，下一阶段，长沙市将全面启动市政府其他行政
权力的清理、精简和规范工作，于今年年底之前出台长沙市
政府“权力清单”，努力把长沙打造成为全国行政审批项目
最少、行政办事效率最高、行政运行成本最低、行政过程最
透明的城市之一。

本报6月25日讯（记者 左丹 胡宇芬）
记者今天从杂交水稻国家重点实验室获
悉，该实验室组建3年来成效显著，获授
权发明专利32项，审定新品种35个。

据悉， 我国杂交水稻应用得到飞速
发展的同时，相关基础研究相对滞后，一
些重大科学问题尚待突破。 为此，2011
年， 科技部批准由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

心和武汉大学联合共建“杂交水稻国家
重点实验室”。今年5月底，该实验室通过
了由科技部组织的专家验收。

3年来，该实验室瞄准杂交水稻学科
前沿发展趋势， 着力从水稻杂种优势机
理、水稻发育与育性机理、杂交水稻种质
创新与基因挖掘、超级杂交稻育种、杂交
水稻繁育与种子学、 杂交水稻超高产生

理生态等6个方面，开展杂交水稻基础与
应用基础研究。 先后承担国家“973”、
“863”计划等国家级、省部级及国际合作
课题110余项，发表学术论文162篇（其中
SCI收录论文120篇），获授权发明专利32
项，审定以超级杂交稻“Y两优2号”为代
表的杂交稻品种35个， 获国家科技进步
特等奖、 二等奖各1项， 省部级科技奖8

项。其中，袁隆平院士主持的“两系法杂
交水稻技术研究与应用”，荣获2013年度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 第三期超级
杂交稻先锋组合“Y两优2号”百亩超级杂
交稻试验田亩产突破900公斤；第四期超
级杂交稻苗头组合“Y两优900”百亩试
验田平均亩产达988.1公斤，创下世界杂
交水稻较大面积亩产最高纪录。

27名专家
集中会诊火灾隐患

本报6月25日讯（记者 于振宇 通讯员 陈苹）今天
上午， 省公安消防总队成立重大火灾隐患集中整治专项
行动技术指导组，指导组由全省消防部队技术水平高、经
验丰富、作风过硬的27名专家组成，专门为全省重大火灾
隐患单位整改工作提供消防技术服务， 并对各地重大火
灾隐患集中整治专项行动进行检查督导。

专项行动期间，技术指导组将重点对各地消防部门
排查拟定的重大火灾隐患判定、 整改等工作进行指导。
同时， 还将每月对各地重大火灾隐患集中整治进行检
查；对已排查过的单位进行抽查，督促各地消防部门认
真履职、全面排查，防止“走过场”；还将随机抽取一定数
量的单位，对申请销案的重大火灾隐患整改情况逐条逐
项进行现场核对，防止随意销案，确保重大火灾隐患整
改到位。

目前， 全省登记在册的区域性火灾隐患有270处，
今年以来立案的重大火灾隐患有28处，其中包括株洲芦
淞市场群、衡阳珠晖区市场群等区域性火灾隐患。

紧急救援民间平台启动
本报6月25日讯（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肖平）我省首

家实施紧急救援的民间慈善组织———湖南省紧急救援协
会与民安保险湖南分公司今天在长沙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共同宣布将对全省因天灾人祸造成的贫困学子实施紧急
救援，同时推出“见义勇为综合保障保险”，最高可享10万
元保额保障。

据省紧急救援协会会长， 省军区原副政委魏永景介
绍，协议的签订，旨在发动社会资源，为弘扬嫉恶向善、扶
危助困的社会风气发挥作用，传递正能量。此次与民安保
险湖南公司联合开展的首站扶贫助学计划将于7月启动，
帮扶对象为吉首市矮寨镇家庭村的50名贫困学子， 为他
们提供点对点的帮扶助学直至大学毕业，同时民安保险公
司还将捐赠10万元现金帮助该村进行扶贫开发建设。为
鼓励和推动见义勇为，民安保险公司联合湖南省紧急救援
协会联合推出“见义勇为综合保障保险”，该险种只需年缴
费8元，最高可享受10万元的保额保障。

娄底市发改委能源局局长
彭雄高被立案调查

本报6月25日讯（记者 乔伊蕾 ）今天，省纪委通过官
方网站三湘风纪网发布消息， 娄底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能源局局长彭雄高因涉嫌严重违纪问题， 被娄底市纪委
立案调查。

彭雄高，男，汉族，1959年11月出生，大专文化，中共党
员。1980年1月参加工作，1982年3月至1985年8月任涟源县
商业职工学校副校长，1985年9月至1990年7月任涟源市财
贸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常务副校长，1990年8月至1992年12
月任涟源市计委综合组长，1993年1月至1994年2月任涟源
市计委党工委委员，1994年3月至1996年2月任涟源市计委
副主任、 党组副书记，1996年3月至1998年7月任涟源市计委
党组书记、 主任，1998年8月至2002年11月任娄底市战略规
划办副主任，2002年12月至2011年3月任娄底市国民经济动
员办专职副主任，2011年4月起任娄底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能源局局长。

不出国就可“留学”
首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班戈学院揭牌

本报6月25日讯 （记者 姚学文 通讯员 程含林 邹敏）
24日，我省首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班戈学院揭牌。省教育厅有关负责人介绍，这意味今后学
生不出国门，就可以留学。

据悉，班戈学院是中南林业科技大学与英国班戈大学
合作兴办的机构，将全面引进和实践英国的高等教育理念
和教学模式，实行小班型、互动式教学。开设的会计学、金
融学、电子信息工程和林学四个专业，也都是班戈大学最
强势的专业。 专业教师三分之一由英国班戈大学派出，三
分之二在全球选聘。统一教材，统一教学进度。引进英语原
版教材和课程模块，实行全英语环境的教学与考核，全程
接受英方教学质量监控。 学生在国内完成四年的学业，成
绩达到要求，即可获得班戈大学和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的双
学士学位证书；也可自愿选择2+2或3+1培养模式，在大三
或大四进入班戈大学完成学业。毕业生还可优先申请攻读
班戈大学的硕士学位。

上班时间看电影获行政警告处分

湘潭通报5起典型案例
本报6月25日讯（记者 曹辉 通讯员 易新姣 潘明敏）

6月23日，湘潭市纪委、市委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
导小组办公室通报了5起党员干部违反作风建设规定的典
型案例，并对违规党员进行了相应处分。

这5起典型案例分别是：一、雨湖区姜畲镇副镇长韩
述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条件，指定生产商 ,并要求建设单
位与其签订合同，因生产商对加工单价不满，致使工程所
需的产品未能及时制作，影响工程施工进度。2014年5月，
雨湖区委依程序免去韩述红姜畲镇副镇长职务，5月8日
雨湖区纪委给予韩述红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二、湘乡市农
村饮水安全项目管材采购招投标文件中设立歧视性条
件，排斥潜在投标人，存在招标活动组织不严谨、行政监
管不力等违规行为。 湘乡市纪委给予市水利局副局长龙
友良、市水利建设中心主任彭虎跃党内警告处分。三、湘
潭县公安局交警支队车管所干部刘晶晶利用工作便利关
系，未经交警部门考试，先后为刘某等5人在湘乡市交警
大队车管所申领摩托车驾驶证； 未经交警部门确认机动
车，为6位摩托车车主在湘乡市交警大队车管所申领摩托
车号牌和行驶证（湘乡市涉案人员另行处理）。湘潭县公
安局给予刘晶晶行政警告处分。四、湘潭市卫生局医政科
副科级干部涂强上班时间玩游戏。市卫生局给予涂强行
政警告处分。五、市住建局房地产综合开发管理办公室
科员谭书上班时间看电影。市住建局给予谭书行政警告
处分。

石鼓区
委书记陈竞
（前中）在村
民家中查看
自备井水水
质。
通讯员 摄

杂交水稻国家重点实验室成果突出
组建以来获授权发明专利32项，审定新品种35个

6月25日 ， 湖南
日报和湖南苏宁云
商有限公司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苏宁进
驻我省10年来 ，已拥
有51个门店 ，年销售
规模超过30亿元。
本报记者 刘尚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