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7月2日讯（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唐东升 ）“小区多年没解决
的燃气设施建好了， 公共停车位落
实了，脏、乱问题不见了，小区党支
部了不起！”6月下旬，在永州市冷水
滩区名门世家小区， 说起小区由乱
到治， 小区居民王奶奶竖起大拇
指， 对小区党支部称赞不已。 这个
曾经管理无序、 业主与物业关系紧
张的小区， 去年成立小区党支部
后， 很多问题成功化解， 成为和谐

的示范小区。
冷水滩区城区各类小区已发展

到103个， 很多小区因为各种问题引
发矛盾， 治安管理一度形势严峻。如
何实现小区有序治理？冷水滩区委充
分发挥各级党组织作用，以小区党建
推进小区治理。 在社区党组织领导
下，在小区成立党支部，成员由社区
网格员、 业主委员会和物业管理公
司的党员交叉任职， 形成工作上相
互支持配合的新格局。 党支部书记

按照党性观念强、服务本领强、化解
矛盾能力强、 廉洁履职意识强等标
准配备。

为切实搞好小区党建， 冷水滩
区采取财政补助、 协商小区物业对
公共广告位出租收入分成等途径，
解决有关经费问题。 对10个示范小
区党组织，区财政每个下拨3万元党
建阵地建设补助经费； 对其他小区
党组织，由财政给予1万元党建经费
补助。 小区党组织阵地依托开发商

移交的物业管理用房或社区活动用
房，由街道、社区指导，按照“六有”标
准建设， 即做到有党支部办公室、有
党组织标牌、有党员活动室、有必要
的办公设施、有党旗、有党建制度和
台账。

目前， 冷水滩区已建成华源府
第、恒森花园、名门世家等10个示范
小区党组织，还在49个网格小区建立
了党组织，正逐步推动小区党组织建
设全覆盖。

冷水滩：小区党建引领小区治理
已建立一批小区党组织， 正推动小区党建组织全覆盖

� � � � 湖南日报7月2日讯 （记者 王晴
通讯员 胡子贵 曾伟）党员胡湘谷的
党组织关系原在临湘市五里牌街道
桥头社区，日前他在临湘兆邦陶瓷厂
谋到一份新工作。6月29日，他找到该
厂组织专干郑艳， 两人坐在电脑前，
点几下鼠标打几个电话，半个小时就
成功将组织关系转到该厂党支部。在
“数字党建”搭建之前，这样的事情至
少要3个工作日才能完成。

临湘近年来一直积极利用现代
化手段助推党建工作。该市运用互联

网、移动终端和现代远程教育系统等
手段，搭建了覆盖市、乡（镇）、村（社
区）三级的“数字党建”工作平台。“数
字党建”录入了该市1009个党组织和
26025名党员基本信息，在岳阳市率
先建立以身份证号码为索引的党员
电子身份信息系统， 有效避免流动
党员在多个党组织重复统计， 实现
市内党员组织关系的网上接转和实
时查询。

该市要求各个党组织将“三会一
课”、组织生活会、党员活动日、发展

党员等党建工作纳入平台管理，开展
组织生活情况用图文方式上传至平
台，实现留痕管理。该市充分发挥平
台信息监管功能，以“周调度、月提
示、季通报”机制层层传导任务和要
求，有效激活基层党建“神经末梢”。
依托“数字党建”平台，该市建
立了“临湘党建”微信号、微信
工作群，第一时间将全市各级
党组织开展党员活动日、“三
会一课”等活动中好“点子”、
新亮点浓墨推介。

今年来，该市各级基层党组织通
过平台报送“党员活动日”相关信息
6596条。在“数字党建”平台的督促指
导下，该市“三会一课”等组织生活落
实率达95%，党内生活呈现生机勃勃
的局面。

临湘：“数字党建”激活基层组织
全市“三会一课”等组织生活落实率达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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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7月2日讯 （陈徐恩
黎罗清 徐亚平）6月29日，岳阳市

“刹人情歪风、治婚丧陋习、树文明
新风”专项工作调度会在平江县召
开。岳阳市委负责人表示，这项工
作要与“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基层
党风廉政建设、 精神文明创建、脱
贫攻坚相结合，抓顶层设计、高位
推动、重点突破、纵深发展，切实减
轻老百姓负担。

为发挥教育、 警示和震慑作
用， 岳阳市纪委6月27日向全市
通报了8起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
宜典型案例。 华容县查办违规案
例4起，给予纪律处分4人，通报批
评4人。

今年初，岳阳市委在推进“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的同时，部署开
展“刹人情歪风、治婚丧陋习、树文
明新风”专项行动，成立由市委书

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忠雄任组
长，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李挚，市
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马娜任副
组长的领导小组。 通过村规民约、
村民自治等形式，教育引导群众摒
弃封建迷信、 大操大办、 铺张浪
费、炫富攀比、薄养厚葬等陈规陋
习，自觉抵制燃放鞭炮污染环境、
滥发请柬增加负担、 高声奏乐制
造噪音、 搭台唱戏和乱设拱门等
不良现象，提倡“婚事新办、丧事
简办、其他事项不办”的操办方式
和不收送礼品礼金等健康文明的
交往方式，受到广大群众欢迎。平
江县梅仙镇认真开展殡葬改革试
点工作，拆除存量“活人墓”26座，
制止大操大办行为11起。 岳阳楼
区洛王街道滨湖社区居民自觉放
弃操办乔迁宴84起，满月宴、周岁
宴42起。

金慧

城市因水而灵动，因绿而有活
力。6月29日中午，在大家满意的笑
脸中， 持续3天的长沙市新三年造
绿大行动现场观摩活动落下帷幕。
23个观摩点、9个区（县市）， 近百
名各方人士边走边看， 边说边评，
全身心投入到“山水洲城”的绿景
中。

高大上的生态园林、 精致精美
的乡村公园，相得益彰；初具雏形的
环城绿带、主题各异的特色景区，锦
上添花。近年来，长沙造绿不断丰富
“绿”的内涵，做足“美”的文章，彰显
“高”的品质，坚持惠民理念，一幅
“城在林中、路在绿中、人在景中”的
新画卷正徐徐舒展。

森林覆盖率跃居全国第三
“马路更宽阔了， 风景更漂亮

了。”在岳麓区丽臣小区住了30多年
的颜美珍今年发现，家门口那段金
星路有了大变化， 每天晚饭后，跟
老伴在绿荫中散步， 成了最惬意的
时刻。

金星大道的枫林路至北二环路
段，刚刚经历过“六位一体”综合提
质改造，以“红色缤纷林、蓝色芳草
甸、黄色香花海”区分视觉效果，展
现“春之歌”“夏之恋”“秋之色”“冬

之韵”的生态景象。
今年以来， 长沙深入推进新三

年造绿大行动，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截至6月15日，全市今年已完成绿化
建设面积6436公顷， 占年度计划的
90.3� %，完成资金投入91.2亿元，占
年度计划的72.8%。 据最新统计，目
前全市森林覆盖率达54.82%， 在全
国省会城市中排名跃居第三。

绿化更具文化内涵
从长张高速公路进入宁乡，映

入眼帘的就是郁郁葱葱的宁乡大
道， 这条生态绿道搭配了彩色乔灌
木，行驶于此，如游在画中。

与宁乡大道紧邻，一个近400亩
的宁乡企业文化公园已近尾声，园
内小桥流水、亭台楼榭，每个企业一
棵树，布置了以企业标识、核心价
值观和二维码在内的企业文化微
景观。

浓浓的文化元素搭配， 是造绿
复绿的宁乡特色： 有体现“家园文
化”的万亩城市原生态中心公园；有
集廉洁教育与自然体验于一体的廉
洁文化公园；有突出“西周文化”的
炭河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让城
市绿化景观更具文化内涵， 让城市
品质更具生命力。

随着新三年造绿大行动的持续
推进，截至6月15日，全市今年新增

公园绿地283.4公顷， 城市中心区人
均公园绿地面积达11.56平方米，城
乡绿化不断提质提档， 城市品质进
一步提高。

让市民共享绿化成果
“眼看着这里越来越好，越来越

漂亮， 过日子比以前舒服多了。”芙
蓉区凌霄路打造新中式风格休闲花
文化特色街巷， 一些市民纷纷点赞,
这大大提升了居民的获得感；

“我从外地落户长沙，对长沙
这些年的变化很满意。明年，儿子
就要从浙江大学毕业了，他也准备
到这里，扎根长沙。”在湘府公园散
步的肖韩霞， 在长沙找到了归宿
感；

“美景就在家乡，不用去远方。”
农趣谷开园后， 市民杨宇凡打算开
间茶室，在家门口创业，找到了幸
福感……

一张张满意的笑脸， 一句句掏
心窝的话， 无不体现着长沙造绿的
惠民理念。 长沙市林业局局长夏文
斌介绍， 造绿就是造福， 长沙下一
步，要不断引入共享理念，让市民共
享长沙绿化的成果。 今年是长沙新
三年造绿大行动的开局之年， 长沙
拟投入125亿元， 铺排城乡绿道、林
荫工程、 增花添彩等8个类别646个
绿化项目，较去年增长62.5%。

全省最大光伏发电
扶贫项目并网发电

湖南日报7月2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唐志卓 ）6月29日， 总投资
5600万元的我省目前最大集中式光
伏发电扶贫项目，在安仁县建成并正
式并网发电。

安仁县作为我省第一批光伏扶
贫试点县，将全县78个贫困村的光伏
发电项目集中建设在一处，统一生产
经营。项目占地200亩，选址在渡口乡
石脚村内不占林地、耕地的丹霞山上，
于去年11月5日动工建设，总装机容量
为4.8兆瓦， 每年可发电450多万千瓦
时，实现售电收入500万元，稳定收益
达25年。 所产生的收益可惠及当地78
个贫困村8000多户贫困户3万多人。

衡阳反邪教宣传
进校园

湖南日报7月2日讯（记者 徐德荣
通讯员 范燮衡 刘小英 ）日前，衡阳
市组织开展以“崇尚科学，反对邪教”
为主题的反邪防邪知识进校园活动，
为校园筑牢守护防线。

活动通过展示反邪教宣传展板、
组织观看反邪教警示教育专题片、发
放反邪教宣传册、举办反邪教知识讲
座和班会等多种形式，让学校师生深
刻认识到宗教与邪教的区别，以及邪
教蛊惑人、蒙骗人、控制成员、危害社
会的手段， 告诫学生们崇尚科学，防
范邪教侵蚀。

今年来，衡阳市已开展20余场反
邪教宣传进校园活动。同时，通过学
生“小手拉大手”，把反邪防邪知识带
进家庭。下一步，该市还将组建志愿
者队伍，分赴各地开展反邪教宣传。

岳阳市不动产登记
累计发证6.32万本（份）

湖南日报7月2日讯（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廖涛）近日，岳阳市政府就不
动产统一登记召开新闻发布会，市国
土资源局局长胡辉介绍， 截至今天，
全市已累计发放不动产权证书、证明
6.32万本（份）。

2015年12月31日，岳阳市出台不
动产统一登记工作实施方案，明确将
土地、房屋、林业、水域滩涂养殖等登
记职能， 整合到不动产登记机构。去
年7月20日，市政府发布《关于岳阳市
城区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的通告》；8
月23日，岳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正式
挂牌成立，颁发首证。随后，在中心城
区设立4个办证大厅，随到随办，办证
速度大幅提升。

提倡“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其他事项不办”

岳阳市治陋习向纵深推进

� � � � 湖南日报7月2日讯（欧阳倩）
日前，我省首个行政审批局在长沙
市芙蓉区成立，将统一行使包括建
筑工程施工许可、 食品经营许可、
社会组织登记等在内的全区21个
政府部门的57项行政许可权、71
项行政备案权。以后，企业和群众
办事将实现“进一个门、找一个人、
盖一个章”。

芙蓉区行政审批局成立后，推
行“一窗受理”“分类办理”“受办分
离”“联合查勘”“一窗出证”的审批
运行模式。原来分散在各个政府部
门的数十个行政审批科室，将被行
政审批局3个审批科的9个窗口替
代， 由20余名工作人员承担原21

个职能部门80多名工作人员负责
的审批业务。

通过职能整合，企业和群众只
需在一个窗口提交材料，不用多头
跑；审批流程也由原来“受理-分
管部门逐级审核”变为“受理-审
核”，审批时间将大大缩短。

作为全国相对集中行政许可
权改革试点区， 目前芙蓉区区级
行政许可事项已由原来249项精
简到57项，精简率达到77.1%。行
政审批局成立后， 还将通过推动
网上资料申报，推出“联审联办、
联合查勘”等审批流程优化模式，
力争实现70%以上审批项目能当
天办结。

“进一个门、找一个人、盖一个章”

芙蓉区成立
全省首个行政审批局

� � � � 湖南日报 7月 2日讯 （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肖星群 廖鹤松
刘志斌）近日，涟源市茅塘镇石门
村新一届村党支部、村委会扩大会
议召开， 邀请50名党员与村民代
表参加，并引来很多村民“围观”。
村里一次会议为什么引起很多人
关注？原来，这是新当选的村委会
主任肖安江主持召开的第一次会
议， 而肖安江还有另外两个身
份———全国人大代表、湖南五江集
团董事局主席。

肖安江是石门村人。上世纪
80年代初，肖家五兄弟外出经商
创业， 积攒下人生第一桶金。上
世纪90年代末，肖安江兄弟为回
报社会、反哺家乡，筹集1200万
元，在石门村创办了涟源市宏宇
搪铝工业有限公司， 随后又创办
了五江轻化等几家企业， 解决了
5000多人就业。并捐资新建了镇
中心学校，出资1000万元成立了
村级教育基金。这些年来，肖安江
本人及其创办的五江集团为镇、

村公益事业捐资达到5000万元
以上。

作为一家大企业的负责人，肖
安江怎么会愿意当村委会主任呢？
原来，6月8日，肖安江受邀回到石
门村， 与村民们一起投票选举新
一届村委会班子。肖安江没想到，
在这次选举中，自己“意外”高票
当选为村委会主任。这让他惊讶，
又深受感动。 为了不让乡亲们失
望，他只好“接棒”。迅速整理好情
绪后， 肖安江发表“当选感言”：
“石门村在去年全国美丽乡村评
比中排名第216位， 在我任期内，
一定将排名往前推进； 一定做好
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旅游产
业融合发展大文章， 把家乡建设
得更加富饶美丽； 一定尽力提高
全村人的文明素养、 丰富大家的
精神文化生活，让大家成为‘幸福
村民’……”

虽然是“意外”当选，但肖安江
心中， 早绘就了石门村的美丽蓝
图。

全国人大代表肖安江回乡当村主任
已为家乡公益事业捐资5000万元以上

新闻集装

造绿就是造福
———长沙新三年造绿大行动现场观摩有感

� � � � 7月1日，花垣县花垣镇杠掰村，农民将豇豆装车外销。今年，该村因地制宜种植近1000亩
豇豆获得丰收。时下，正是豇豆成熟季节，村民忙着采摘销售。 龙恩泽 摄豇豆丰收

� � � � 湖南日报 7月 2日讯 （记者
姚学文 通讯员 黄军山 ）备受关
注的今年长沙市中考成绩今天
揭晓。考生可通过以下三种方式
查询：一是通过长沙教育信息网
查询，二是关注微信公众号“A佳
考试 ”，三是编辑短信“A+准考
证号”发送至1062890017（联通、
电信用户）。

据悉， 今年长沙城区有初中
毕业生36919人， 除直升生2033
人外，共有34886人参考。今年该
市继续采用网上评卷方式， 所有
考生答题卡信息均通过扫描输入
电脑进行管理， 主观题部分统一
由评卷教师集中进行网上评卷、
实行双评及多评， 客观题由电脑
自动识别。整个评卷、校验、合分
等过程科学、准确、公正。考生如
对自己考试结果确有疑问，可于7
月3日至4日向学校提出复核申
请， 学校接受复核申请截止时间
为4日下午5时30分，复核范围为

漏评、漏记、漏统等。市教育局纪
委和中招办将组织人员统一进行
复核。

长沙市高中录取将分批按志
愿进行， 录取依据是考生的学业
考试等第、 综合素质评价等第以
及考生享受优惠政策情况等。今
年仍然实行中考网上填报志愿，
每批志愿可同时填报3个公费平
行志愿（指公办学校）和一个自费
志愿（指民办学校、子弟学校、国
际班）。

长沙市教育部门要求， 严禁
高中学校不负责任随意发布高中
预录线； 严禁高中学校对考生做
招生承诺，提前签订招生承诺书；
严禁初中学校炒作中考成绩、滥
发喜报、虚假宣传；严禁初中学校
截留和修改考生志愿填报密码；
严禁教师代替学生填报或更改学
生志愿；严禁任何学校、个人利用
经济利益手段招揽生源， 收取回
扣。

长沙市中考成绩揭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