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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联系点听民声

■创新在基层

本报记者 周勇军 李寒露
通讯员 王文平 肖利华

“罗承峁的房子建成了吗？北河
桥可以通行了吗？”日前，澧县县委
书记彭孟雄来到其联系点杨家坊乡
杨家坊村， 实地查看年初驻点时安
排的几项工作的落实情况。 这是彭
孟雄今年第5次进村调研。

杨家坊乡地处澧县西北角，距
县城有60余公里，交通不便，经济十
分落后。一进入杨家坊村，彭孟雄顾
不上休息，就来到特困户罗承峁家。

“老罗，你在扯草啊？”正在屋旁茶叶
田里扯杂草的罗承峁闻声抬头一
看，连忙答应：“彭书记，您又来啦，
快进屋去坐吧。”

“老罗，房子基本上完工了，蛮
宽敞啊，住得舒服吧？”“舒服，舒服！
感谢您的关心， 我今后再也不怕刮
风下雨了。”罗承峁的房子以前是土
坯房， 在去年政府实施的扶贫危房

改造计划资助下，罗承峁一家5口人
住上了新房。 彭孟雄又问起罗承峁
现在的生产生活情况， 罗承峁对他
说， 今年村里扶持他栽茶， 共栽了
3.5亩， 村里除了免费帮他耕整土
地， 还免费送来了茶苗和2吨有机
肥， 并答应在茶叶没有受益的前两
年，每亩补助500元。

“彭书记，我想说两句。”闻讯赶

来的村支书杨承悦告诉彭孟雄，“我
们今年决定对部分贫困户实施产业
扶贫，包括罗承峁在内，全村扶持6
户特困户发展茶叶种植，村里
利用扶贫专项资金，让他们零
风险走上快速致富的路子。”
“嗯，这个做法很好，我们扶贫
就是要真扶贫、扶真贫，帮每
个特困户找准能摆脱贫困、快

速致富的路子。”彭孟雄说。
随后， 彭孟雄又来到杨家坊村

四组境内的北河桥， 实地察看去年
扶贫援建的新桥。 见村民庹先平从
河对岸的地里劳作归来， 彭孟雄忙
打招呼：“老伯， 现在过河方便些了
吧？”“方便，方便，感谢领导的关心，
桥修好了， 我们这边的农户去田地
里干活近多了，不用绕一大圈了，而
且方便了孩子们上学读书， 又近又
安全，真是个大好事啊。”

“我们在这里扶贫，就是要实实
在在解决老百姓身边的困难。”彭孟
雄叮嘱旁边的乡村负责人,“要多深
入联系群众， 了解老百姓真正的困
难，将扶贫资金用在刀刃上。”

“扶贫要真扶贫扶真贫”
彭孟

雄 （前右
二） 与杨
家坊乡杨
家坊村的
村民在一
起。
通讯员 摄

本报7月8日讯 （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阳万里）“现在到国土部门
办事， 只要把相关资料放到县政务
中心国土资源窗口， 并留个电话号
码就可以了， 我这个土地使用证只
用了3天时间就办好了， 方便又快
捷。”7月1日， 隆回县桃洪镇二社区
居民刘小军高兴地说。

为切实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
的问题，隆回县国土资源局按照“统
一受理、信息共享、统一发证”的要
求， 把所有与国土资源业务有关的
工作全部纳入县政务中心窗口，实
行“一个窗口”对外、“一条龙”审批、
“一站式”服务，严格落实首问负责、
一次告知、限时办结、全程代办和现
场办公等工作制度。 星期一到星期
五， 业务经办人和分管业务的领导

分别到县政务中心窗口办公，现场
办理国土资源业务，协助调解业务
工作涉及的困难和问题。 这样一
来，彻底杜绝了“门难进，脸难看，
事难办”等现象的发生。

该局对法律法规没有明确具
体审批层级的事项，能够下放的一
律下放； 对有明确审批层级规定，
依法可以委托下级审批的，委托下
级实施。 如把乡镇城镇规划区外，
属于土地使用证红线范围内原地
改建的审批权由县人民政府委托
给乡镇人民政府， 经乡镇长审批
后，直接发放用地批准书。

今年以来，该局共办理土地使
用证1279宗，按时办结率达100%，
办理时效在原基础上提速50%以
上。

隆回县国土资源局

行政审批提速50%
本报 7月 8日讯 （记者 肖

军 黄 巍 通 讯 员 杨 捷 灵 杨
文） “作风漂浮， 工作方法不
够接地气， 与群众有距离； 注
重办公条件改善， 机关运行经
费高……” 近日， 在中方县桐
木镇群众路线意见建议认领专
题会上， 一个个“四风” 问题
被揪出来， 让所有班子成员额
头上渗出了汗珠。 在民主生活
会即将召开之际， 桐木镇要求
党员干部主动认领问题， 认真
整改到位。

为避免“四风” 突出问题
专项整治中容易出现的“空对
空” 现象， 中方县坚持从解决
当前突出问题入手， 力争事事
有回应、 件件有答复、 整改有
实效， 将具体责任和问题落实

到部门到人， 做到“责任有人认、
问题有人领”。 结合实际确定重点
整治项目， 制订具体时间表、 任务
书， 每个项目都明确好整改内容、
目标要求、 牵头单位、 责任主体和
进度安排， 细化推进措施， 相关问
题要与人对应、 与事对应， 与具体
部门和单位对应， 做到定一项改一
项、 改一项成一项， 用实际行动取
信于民。

同时， 中方县以群众满意为
“销账” 的最终标准， 对整改不到
位的坚决不放过， 对问题反弹的再
整改， 直到群众满意为止。 对一时
难以解决的问题， 主动向群众说明
情况， 提出下一步解决的思路、 措
施和时限。 目前， 全县共有39个单
位及乡镇召开了群众意见建议认领
专题会。

中方县 整改问题落实到人

陆志坚

进入酷暑， 本地瓜果消费迎来
旺季。 为应对由此带来的城市管理
问题， 邵阳市双清区城管局近日专
门准备了10根扁担、 8担箩筐、 2辆
皮卡车和2个应急药箱， 在分设的
25个临时西瓜销售点不间断值班巡
逻， 发现不规范堆放出售的瓜果，
及时与瓜农、 摊主沟通， 并协助转
运。 在转运过程中， 要求城管队员
态度和蔼说服到位， 轻搬轻放， 发
生损毁照价赔偿， 不得以任何方式
收取被服务对象的任何费用。 （7
月8日 中新网）

从这则报道的新闻插图中， 可
看到一幅亮眼的 “风景”： 几名城
管队员在大街上挑着箩筐帮瓜农转
运西瓜， 汗水湿透了衣服， 而瓜农
笑意盈盈地在旁配合着 。 这样和
谐、 温馨的一幕， 引来过往市民的
交口称赞。

在刻板印象中， 每到西瓜上市
的季节， 城管与瓜农之间似乎总在
玩着 “猫捉老鼠” 的游戏。 面对瓜
农的乱摆乱放， 城管如临大敌四处
围追堵截； 而瓜农也被逼随时 “闪

摆”。 如此， 城管疲于执法， 瓜农
也累得够呛， 不仅影响市容市貌，
且有损政府部门形象。

其实， 瓜农要生存， 市民有需
求。 一个小小瓜摊， 对于偌大的城
市而言只是一个不显眼的角落， 却
承载着瓜农一年的生计、 市民日常
生活的需求 。 既要方便瓜农 、 市
民， 又要避免 “脏乱差”， 这一难
题该怎么破解？

邵阳市双清区城管局显然找到
了合适的路径。 他们划定专门的临
时西瓜销售点， 一改过去的 “围追
堵截”， 引导瓜农有序进城。 对于
极少数瓜农的乱摆乱放， 他们耐心
规劝， 并且帮助转运。 如此人性化
的执法， 换来的必是瓜农的理解与
支持。

这样看来， 城市管理问题， 其
实说难也不难。 试想， 如果城管在
执法时能惦记商贩为生计奔波的苦
衷， 商贩在摆摊时能考虑城市的秩
序和卫生， 那么执法者会更多一些
人文关怀， 守法者也更加会遵纪守
法。 在双方换位思考的 “切身感受”
中， 在良性互动、 相互理解中， 不
就能实现城市治理的完善和升级吗？

三湘时评
电子邮箱：hnrbxwplb@163.com

本报7月8日讯 （记者 邹靖方
通讯员 邹露璐） 今天， 记者从湖
南电信获悉， 继四川、 浙江、 辽
宁等地公安机关出台“电信诈骗”
更名的正式文件后， 近日， 省公
安厅根据目前侦办利用短信、 电
话、 网络进行诈骗的案件的实际
情况， 已正式决定将“电信诈骗”
犯罪称谓改为“利用信息技术诈
骗” 犯罪。

长久以来， 政府部门和媒体在
文件报告、 媒体宣传中习惯将“犯
罪分子利用网银技术、 变号技术、

网络电话技术、 伪基站技术、 短信
群发技术等实施的诈骗活动” 统称
为“电信诈骗”。 以往这种约定俗
成“电信诈骗” 的说法， 不仅让电
信企业的努力完全被抹掉， 而且还
容易使民众产生“电信运营商诈
骗” 或“中国电信诈骗” 的错误认
识， 损害了有关企业的形象。

实际上， 中国电信等企业， 在
防范此类犯罪发生上积极履行社会
责任， 并采取各种管理和技术手段
防范利用信息技术进行诈骗的犯罪
行为。

城管难题并非无解

省公安厅：

“电信诈骗”应称为
“利用信息技术诈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