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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22日讯 （记者 乔伊蕾
向国生）近日，桑植县官地坪镇金星村
桑树塔组村民反映集镇垃圾填埋场污
染环境，臭气熏天，蚊蝇乱飞，影响附近
村民生产生活。该镇党委政府接到群众
反映后，立即组织人员调查，将垃圾填
埋场重新选址，迁至合理的地方。

今年来，结合党的群众教育实践
活动，张家界聚焦领导干部“四风”问

题，坚持敞开大门搞活动，接到问题立
行立改，让群众参与，受群众监督，请
群众评判。 通过开展“四走四问四解”
活动， 该市1.5万名党员干部下基层，
问候、问安、问需、问计于民，直接走访
群众5.6万多人，收集到各类问题1.35
万多个。 4月初开始， 通过陆续开展
“电视问政面对面”，围绕旅游服务、社
会治安、环境保护等10个专题面对面

征求群众意见， 已反映问题75个，涉
及责任单位24家。 此外，在开展的“六
查”活动中，全市活动单位把领导班子
及成员征求到的意见和自身查摆的
问题，公示公布或印发给群众，将群众
请进来，进行了面对面的评议。

“看到党委政府为老百姓把问题
一个个都落实解决， 我们真是高兴
啊！”张家界市居民卓仁的话语道出了

大家的心声。桑植县出台了《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资助办法》，最大限度整合利
用教育资助政策， 解决贫困学生上学
难。 慈利县环保、经信、国土等10多个
部门联合执法，依法关停3家违法排污
的纸厂。 武陵源建立健全“首问责任
制”，打造“袁谋文党代表工作室”、“10
分钟景区应急救援救治圈”，提升旅游
服务质量，获得游客赞许。

本报9月22日讯（记者 熊远帆）
今天，2014中国 (长沙 )国际水利
工程、 环境治理及疏浚技术装备
展览会在湖南国际会展中心开
幕。本次展会由中国水利学会、中
国疏浚协会、湖南省水利厅、长沙
市人民政府等共同举办。

本届展会以“装备助力水利建
设，科技构建生态文明”为主题，展
示总面积达4万平方米，共设有通用
机械及配件、水工机械及农田水利、
清淤疏浚及生态修复、 防汛抗旱技

术设备、信息化及自动化、环境保护
及水处理等六大展区，三一重工、中
联重科、山河智能、恒天九五、凯天
环保、碧水源、马克菲尔、徕卡测量
等近200家企业汇聚一堂。

据了解， 展会将从9月22日
持续到24日，期间，还将陆续举
办中国（国际）水务高峰论坛———
2014年河湖健康与生态文明大
会、水利建设专场对接会、防汛
抗旱技术设备专场对接会等7场
国际会议和研讨活动。

中国水利环境疏浚展
长沙开幕

三湘风纪
省纪委、湖南日报联合主办
邮箱：qiaoyilei2013@qq.com

张家界 立行立改治“四风”

本报9月22日讯 （通讯员 石坚
吴炳 记者 乔伊蕾） “通道侗族自治
县住建局驻县政务中心窗口工作人
员李某军上班时间玩QQ游戏斗地主；
县国税局干部杨某上班时间在行政
街某早餐店吃早餐……”近日，通道侗
族自治县对3名违反作风规定干部和
11个单位进行了实名通报。

今年来，该县“硬碰硬”抓作风，暗

访督查采取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定
时间、不定人员、不定方式、不预设检
查地点的“六不”机制，主要督查干部
到岗在位、服务态度、办事效率、上班
时间娱乐休闲等情况以及落实机关
作风“八个严禁”、公车私用、公款吃喝
等党风廉政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针
对不同单位岗位特点、人员分布、效能
建设等情况的不同， 灵活运用视频监

控、模拟办事、突袭式检查、回马枪复
查等多种方式，查找党员干部作风中
不易暴露的问题。 同时，开展了“机关
作风大家评”活动，评议对象主要从与
经济社会发展和改善民生联系密切、
项目和资金密集、有对外服务窗口、行
政审批较多的县直和驻通单位中选
择。 此外，还设计制作了8万张便民服
务“联系卡”，将委局班子成员的姓名、

职务、联系方式印在卡上，发放到全县
21个乡镇252个村（社区），基本实现
联络服务群众全覆盖。

目前， 该县已连续开展作风明察
暗访7次，发现并整改问题30多条。 对
45个县直单位开展了重要岗位效能
监督，发现问题50多个，收集意见建
议300余条，排查化解矛盾32起，为企
业解决实际困难20多个。

通道“硬碰硬”狠抓作风

本报9月22日讯 （记者 柳德新
通讯员 曾祥林 侯迎） 如何识别
真假人民币？ 如何查询个人信用
报告和避免产生不良信用记录？
如何防范金融诈骗？ 怎样通过科
学理财让闲置资金增值？ 近日，
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农
行湖南省分行在长沙市湘江世

纪城社区开展“金融知识进社区”
活动，向社区居民普及金融知识。

据悉，中国人民银行从2013
年开始， 选择每年9月统一开展
全国性的“金融知识普及月”活
动。 当天的“金融知识进社区”活
动， 是我省开展“金融知识普及
月”活动的一部分。

金融知识进社区

9月22日， 长沙市劳动路至贺龙体育场南门路段， 一些路灯杆、 监视器杆及指示牌倾斜严重。 这
一200米的路段人行道上倾斜的各类杆子就有6根。 这些杆子有的根部有被碰的痕迹、 有的底部紧固螺
丝松了。 该路段很多照明灯也破损严重。 希望有关部门给予重视， 早日排除这些隐患， 保证安全。

本报记者田超 摄

谁来扶“我”一把？图片说事
邮箱:4329536@163.com

红色旅游添新景
中共湖南省委又一旧址湘阴揭牌

本报9月22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梁军 李双双）
湖南红色旅游又添新去处。 今天上午， 中共湖南省委
又一旧址在湘阴县文星镇三井头社区东正街10号揭
牌。

据了解， 该旧址建筑面积约220平方米， 分上下2
层， 系1929年9月至1930年5月， 原中共湖南省委机关
秘密办公室由湖北汉口迁回湖南的第一站。 省委在此
开设“徐正兴宝号” 商铺为掩护， 开展地下工作。 当
时省委由宁迪卿任书记， 主要负责人有蒋长卿、 袁蔚
如、 章石川、 钟有恒等。 省委在湘阴工作了8个月，
全省党员近6000名， 向中央写出了12个报告， 得到了
6件复函， 召开了3次常委会和第四次全会， 健全了组
织机构， 举办了干部培训班， 创办了半月刊 《出路》，
使湘阴成为指导全省革命运动的中心。

2011年， 湘阴县在申报全国苏区县时发现了该旧
址， 经省、 市党史研究室加以考证认定为中共湖南省
委旧址， 并开始修缮保护。 目前， 该县正将旧址申报
省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湖南省第九批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

本报9月22日讯（通讯员 郑
亚邦 记者 乔伊蕾）今天，由省纪
委组织的全省“党纪条规”专题宣
讲活动首场报告会在衡阳开讲，
衡阳800多名党员干部听取了
“党纪条规主题教育”专题报告。

首场专题辅导报告会上，省委
讲师团主任郑昌华以《使党纪条规
成为领导干部的自觉行为》 为题，
主讲人从保持党的先进性和战斗
力、 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和独特优
势、加强党员干部队伍建设等个方
面，论述了严格遵守党纪条规的重
要意义；从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
律、干部人事纪律、经济纪律、群众
纪律、生活纪律等方面，阐述了党
员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严守
纪律的内容要求；从落实党委的主

体责任与纪委的监督责任等方面，
为营造严守纪律的政治生态提供
系统的思路和启发。

据悉，今年年初，省纪委结合
吸取衡阳破坏选举案教训，组织在
全省开展“党纪条规教育年”活动。
活动内容包括在电视台开设“廉政
讲堂”、开展系列警示教育活动、党
纪条规巡回宣讲活动、一把手讲廉
政党课全覆盖、新任县处级以上干
部廉政法规知识测试等，力求通过
这些宣传教育活动使所有党员干
部都知纪守纪，尽责履职。 此次巡
回宣讲活动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
省纪委会同省委讲师团、省委党校
成立了省宣讲团。宣讲团将在9月、
10月两个月分别在各市州和省直
机关举行多场报告会。

使遵守党纪条规成为领导干部的自觉行为

“党纪条规”专题宣讲活动衡阳开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