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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邢骁

位于长沙市湘湖管理局辖内的
王府花园小区建于本世纪初， 历经
多年风吹雨打， 当年全市闻名的气
派小区渐露“疲倦之态”：房屋渗水，
道路坑洼， 电梯老化……老旧小区
相继爆发的这些通病，让业主、物业
和业委会三方矛盾重重， 业主上访
不断。

今年以来， 湘湖管理局联系群
众“沉到底”：全面推行“党支部建在
小区里”，支部建立在楼栋 ,深入基
层勤服务，帮助多个老旧小区“焕发
青春”。

如今的王府花园昔日荣光重现：
房屋“洗脸打粉”，渗水问题少多了；道
路干净整洁，不再晴天灰、雨天泥；老
旧电梯更换正全面铺开……在小区
广场和林荫小道上，散步聊天、健身
跳舞的居民越来越多。

小区正“老去”
业主怨声载道

去年， 家住王府花园16层的刘
伯一周不敢出门，“电梯故障频发，
有人被困好几次， 要是下了楼都不
知道是否会爬楼梯回家”。

麻烦不止于此，小区部分居民家
墙面斑驳，屋内渗水让人忧心；出入
楼栋的通道坑坑洼洼，垃圾乱堆……

群众怨声载道，吵着换物业。物
业也委屈：小区正“老去”，对其修复
需大量资金，公司无力支付，目前收
入主要是物业费， 可费用多年保持
在1元/月/平方米， 还常常收不齐。
想把物业费涨一点上去也困难，常
住户大多没意见， 可短租户谁愿买
单？ 另外，部分居民不爱惜设施、不

维护公共环境， 加速了小区的“老
去”和“病变”。

芙蓉区委区政府、湘湖管理局
主要领导数次调研，局党委书记李
明权要求“目光向下”：“城市的发
展，不能只把目光聚焦在光鲜的大
马路和高楼大厦上，要让发展的‘阳
光’洒向背街小巷和社区小区。 ”

支部进小区
服务“零距离”

如何破题？“在小区成立党支
部，形成以党支部为主导，物业、业
委会、 居民等多方联动的小区治理
架构。 ” 湘湖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

“支部强不强，关键领头羊。 ”今
年6月， 龙小云当选王府花园小区党
支部书记，此前，她已在新一届业委
会主任的岗位上展现出了很强的责
任心和公益心。 上任以来，龙小云捐
款2万元，还多方筹集资金，为小区居
民建立“亲智乒乓馆”；将业委会35万
元年收入拿出一半分给物业，推动物
业公开收支表，调动其修复小区的积
极性；端午节还拨出5300元，主要用
于慰问小区空巢老人……

有了“主心骨”，党支部逐步化
身“战斗堡垒”。 支部党员按“先自
治、后治理”理念，分工协作，责任到
人，通过讲习夜校“亲民讲习所”学
习分享老旧小区治理经验； 挨家挨
户搜集居民意见和建议，
解决其实际困难；宣传策
动，引导业主从“看客”变
“主人”，马不停蹄。

支部再向下，该小区
还建立了楼栋党小组，夯
实支部“战斗堡垒”。 20个

小组长负责编织好和业主的“关系
网”，促使服务“零距离”，还将服务
从“8小时”向“全天候”延伸。

党群齐发力 老房变好房
在王府花园小区5栋架空层，如

今有这样一处温馨之所———“党群
服务中心”，平日里，这里总是很热
闹，支委会成员、业委会成员和党员
志愿者轮流值班， 面对面为群众解
决问题，极大方便了业主。

除了“面对面”，还有“键对键”。
湘湖管理局将基层党组织“亮化工
程”继续推进，在王府花园，利用“智
慧西湖”APP为群众解决困难，提高
办事效率。群众要是遇到了急难事，
如今总习惯拿出手机，打开“智慧西
湖”APP下“求助订单”，热心党员争
着“抢单”， 困难很快就能得到解
决。

党建引领，群众加入，小区还成
立了志愿服务队“美化”家园，并投
入到便民工程———“亲仁邻里府”各
项目建设中。在湘湖管理局支持下，

“党群服务中心”“亲民讲习堂”“亲
智乒乓馆”“亲子游乐园”“亲知图书
苑”等项目正如火如荼铺开，用于改
善人居环境、融洽邻里关系。

“不买房没搬家，老房也能变好
房。如今的王府花园，又美了！”居住
小区多年的郭惠平说。

株洲复古小火车
开进全国多地景区

年创产值近3亿元
湖南日报8月8日讯 （见习记者 李永亮 刘扬杨 通讯

员 欧阳柳） 日前， 一列复古“迷你机车” 现身四川丹景
山景区。 淡出人们视野多年的蒸汽机车回归， 引起很大关
注， 也带来了新的商机。 目前， 这种株洲产复古小火车年
创产值近3亿元。

记者在中车株洲特装公司看到， 该公司为四川丹景山
景区研制的“迷你机车” 造型独特， 车厢虽仍是以前的军
绿色， 但车头造型、 内饰已大不一样。 “3节车厢里设计
风格都不同， 有日式小清新风格的， 原木色调搭配简单绿
植， 就像坐进了咖啡馆； 也有中式设计的， 半通透屏风配
上竹制卷帘， 如同走进了江南水乡。” 中车株洲特装公司
设计人员介绍。

复古小火车出现源自一次偶然的合作。 2005年， 深圳
东部华侨城想订制一款复古小火车， 但找了多家制造商，
都不能满足其要求。 后来找到中车株洲特装公司， 才把订
单落实下来。

复古小火车作为一种旅游观光新工具， 受到很多景区
欢迎。 目前， 其身影已出现在北京欢乐谷、 云南曲靖、 贵
州六盘水等10余个省份的主题乐园、 旅游景点， 形成了一
个年产值近3亿元的新产业。

� � � �湘湖管理局将党支部建在小区里，联系群众“沉到底”，
促进服务“零距离”———

老旧小区 焕发青春
泸溪：

严查严处“骗医保”
守住农民“保命钱”
湖南日报8月8日讯 （通讯员 向民贵 胡灵芝 记者

余蓉）“我昨天来交代我们医院存在的骗保问题，主要
是虚记费用、虚假住院、冒名顶替等，这次我们把违
纪资金全部上交，争取组织宽大处理……”7日，一乡
镇卫生院院长带着10多万元现金来到泸溪县纪委谈
话室，主动交代该医院虚报套取医保资金的行为。

该县近日开展“反骗保”行动，大力开展宣传，在
全县各乡镇、各医院张贴“反骗保”行动通告，督促存
在骗取医保资金行为的人员主动承认错误。 同时，六
个行动小组深入各医院进行明察暗访，督查督办，已
对履职不力的两个乡镇卫生院长进行免职处理。 对
违反工作纪律的县卫计局办公室主任张某进行免职
处理，拟追究纪律责任。 确保国家给予农民的“保命
钱”用在刀刃上。

纪律是烧红的铁，谁触碰谁出血。 各医院负责人
坐不住了，纷纷开展自纠自查，并对发现的问题及时
进行整改，扎实推进健康扶贫脱贫。 截至目前，全县
20家医疗机构负责人来到县纪委监委交代问题，主
动上交违规违法所得资金456.9万元。

发展产业 稳定脱贫
8月8日， 村民在双峰县井字镇三石村笃诚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吊瓜基地劳作。 今年， 该村积极推进产业扶

贫， 通过村里投资和贫困户贷款相结合， 发展吊瓜、 黄金贡柚等种植产业， 帮助全村33户贫困户实现稳定脱贫。
李建新 邓卫 摄影报道

资兴为保一湖水
问责40人

湖南日报8月8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胡素
芳 周智林）8月6日，资兴市纪委监委通报，对该市小
东江沿线村民违规建设专项整治督查案中， 又一起
违反工作纪律、履行工作职责不力的4名责任人受到
党纪处分，其中党内严重警告处分1人，党内警告处
分3人。 之前已有几起、多人被追查问责。

东江湖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5A级旅游区，
也是湖南省的战略水源地。 小东江水库大坝至东江
水库大坝之间的水域划定为东江湖流域水环境保护
一级保护区范围，禁止新建、扩建、改建除水电、供水
工程以外的建设项目，禁止设置水上商业、饮食等服
务业网点。 去年以来， 该市小东江沿线村民未经批
准，新建、改扩建以及装修改造房屋现象比较突出，
个别村民还拆旧建新办起农家乐， 非法接待游客食
宿。 东江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处、东江湖景区综合执法
大队、东江街道等单位虽然开展了日常巡查，但大多
是巡而不查，给小东江一级水源地带来了污染隐患。

经资兴市纪委监委主要领导批准， 市纪委党风
政风监督室牵头组成调查组，采取现场察看、调阅资
料、谈话了解等方式，对小东江沿线村民违规建设相
关职能部门履职不力情况进行调查核实。 并对履职
不力的相关职能部门工作人员予以立案审查和问责
处理，先后问责干部40人，其中党纪处分4人、组织处
理36人；给予警示谈话32人次。

宁远遭受暴雨冰雹袭击
湖南日报8月8日讯 (通讯员 单明海 记者 邹

仪) 今天， 宁远县遭受狂风、 暴雨、 冰雹袭击。 县
城在不到一小时内， 降雨量达100毫米， 街上大树
被拦腰折断， 有的被连根拔起， 5个乡镇 （街道）
不同程度受灾。

今天15时30分许， 宁远县城整个天空被乌云
笼罩， 仿佛一下子进入黑夜， 闪电划破天空， 暴
雨倾注而下， 顿时弹珠般的冰雹扑面而来， 并伴
有9到10级大风， 县城低洼小区瞬间积水严重。
该县仁和、 禾亭、 冷水等乡镇农作物与部分房屋
受损。

灾情发生后， 该县迅速启动应急预案， 各职
能部门分赴受灾乡镇进行抢险救灾。 县城管局出
动20余台车辆、 500多名干部职工， 先后对水市
路、 泠江路、 重华路、 舜帝路、 印山东路等主次
干道的倒树、 残枝及各种路障进行清理， 并疏通
积水路面。 农业部门迅速赶赴乡镇核实灾情， 组
织村民开展生产自救。 目前， 受灾情况还在进一
步统计当中。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2
二等奖 10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668867
0 19110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168
460
5076

3
21
117

2275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9618
60929

325
1576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8年8月8日 第2018092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下期奖池：0 元
05 0607 09 15 20 22 23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8月 8日

第 2018213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333 1040 34632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599 173 103627

2 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