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湖南日报7月1日讯（记者 王文）今天上午，浏
阳市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8周年大会， 该市
64496名党员一同通过远教站点、浏阳党建网等平
台同上情景党课、共忆入党初心。

情景党课以“激‘浏’勇进党旗扬”为主题，将受表
彰的“两优一先”典型搬上舞台、融入党课，通过他们的
故事和事迹鼓舞人心。党课分为“一滴水、不忘新使命”
“一泓溪、奔腾新力量”“一条河、潮涌新时代”3个篇章，
讲述了该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

层党组织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彰显力量，奏响一曲曲
激“浏”勇进的华美乐章。

今年以来，浏阳以“党支部建设年”统领基层党建
工作,树立党的一切工作到支部的鲜明导向，让党支部
这个党的肌体“神经末梢”真正成为教育党员的学校、
团结群众的核心、攻坚克难的堡垒，促推全市党的建设
和组织工作水平不断提高，浏阳市也被中组部确定为
“全国党员教育管理工作联系点”和“全国城市基层党
建县级示范市”。

浏阳6.4万余名党员
同上情景党课 共忆入党初心

� � � �湖南日报7月1日讯（通讯员 尹振亮 记者 颜
石敦）今日，嘉禾县委党校退休干部刘城荣家热闹
非凡，儿孙们手捧刚刚从印刷厂拉回来的《成语故
事选》认真阅读起来。

这本《成语故事选》由刘城荣编辑， 全书包括
闻鸡起舞—勤学篇、废寝忘食—敬业篇、 公而忘
私—爱国篇共98个成语故事， 旨在资政育人。 为编
辑这本《成语故事选》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98周年的

生日礼物， 刘城荣从今年春节就开始收集整理相关
资料。

今年90岁的刘城荣， 是一名有59年党龄的老
党员，1999年退休。 退休在家的刘城荣自费订阅
《人民日报》《湖南日报》等10多种报刊，每天坚持
边阅读边做笔记。30年来，他共记了83本、200多万
字的读书笔记，分为《加强党的建设》《反腐倡廉》
《家庭教育》等几大类。

九旬老党员自编《成语故事选》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8周年

� � � �湖南日报7月1日讯（欧阳倩）小区居民出行不
便、党员群众阵地缺乏、家门口期盼更多绿景……
长沙市雨花区今天召开的区域化党建联盟联席会
议透露，这些基层民生问题，将得到解决：该区与
辖内单位企业组成党建共建单位， 由企业出钱出
力，回应群众期盼。

今年，雨花区将推出9类181个共建项目，其中，
6个重大民生项目今天正式提交。包括由长沙宝骏巴
士有限公司与黎锦苑社区结对共建， 新开设社区巴
士；由中建七局出资200万元，在黎郡小学校门前修

建一座天桥，建成后孩子们无需再穿马路过街；舜元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圭塘街道打造一个功能性社
区公园。 此外，还有驻街单位企业与东塘街道、井湾
子街道共建党群服务中心， 洞井街道牵手辖内单位
打造“长沙南红色记忆空间”。

据了解， 雨花区区域化党建联盟于去年底成
立。目前，已吸纳省人大常委会机关、省核工业地质
局等31家驻区单位和企业成为其成员。该联盟通过
发布基层党建需求、资源、项目3张清单等，与区委
及所在街道（镇）、社区（村）实现共建共治共享。

雨花区党建联盟送上6大“民生大礼包”

湖南日报记者 邢玲 通讯员 夏艳辉

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8周年
纪念日。 这天，益阳市赫山区委办、区政
府办与区委组织部组织党员， 在我省第
一个农村党支部———中共金家堤支部旧
址，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集中过组
织生日主题活动。活动中，两代“90后”用
上微党课、发表感言的方式，深情共话共
产党员的初心。

1991年出生的赵艺娟， 是赫山区一
名文化志愿者， 武汉音乐学院钢琴系毕
业。 3年前，她开始义务担任金家堤支部
旧址讲解员。 为讲好赫山籍党员的初心
故事，她赴各地查阅资料、请教专家、采
访老党员，编写了70000余字的益阳党史
大纲，还担任《中共湖南省第一个农村支
部———金家堤支部》 网上展馆文字总编
辑。 当天，她给参加活动的党员干部上了
一堂微党课， 通过讲述成立金家堤支部
的欧阳笛渔、欧阳泽等人的感人故事，再
现这些中共早期党员“将青春和生命融
化在为人民的事业中”的初心和使命。

活动中， 赫山区委还为11名党龄满70
年的老党员颁发了光荣证。 今年91岁、有71
年党龄的武佩芝接到光荣证后，深情地说：
“党给了我一切， 我要把我的一切奉献给
党。”武佩芝不仅是这么说的，也一直是这么
做的。 她好几次向党组织缴纳特殊党费，每
次都在2000元以上。她还经常接济失能、失
独及特困老人。 在去年11月27日立下的遗
嘱中， 她写道：“存放于重阳老人院的10万
元，全数捐给赫山区重阳老人院党支部；所
有遗产(包括现金、银行存款、安葬费余款
等)，全部作为党费上交党组织。 ”去年，她被
评为“感动赫山人物”。

两代“90后”
深情话初心

� � � �湖南日报7月1日讯 （记者 姜鸿丽
通讯员 唐家新）今天，由常德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牵头制定的《工程建设
项目‘多测合一’工作办法（试行）》正
式施行。以后，该市工程建设项目从立
项到竣工验收，可实现一次委托、联合
测绘、成果共享，项目审批，平均可节
省20个工作日以上。

据了解，以往一个工程建设项目在

办理规划用地、房产、绿化、人防、道路、
消防等行政审批过程中，所涉及的工程
测量、 不动产测绘等多项测绘业务，至
少需委托3家测绘单位进行7次测绘。实
行“多测合一”，将改变以往建设单位逐
个申报、各部门单独审批、重复提交材
料的状况，实行一窗受理、一窗反馈，减
少环节、压缩时限，有效解决多次委托、
标准不一、成果不能共享的问题。

常德实行工程建设“多测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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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7月1日讯 （见习记者 彭婷 通讯员
龙平）6月27日， 家住韶山市清溪镇火车站社区
年近9旬的黄海四老人家里来了几位党员，他们
不仅带着水果、牛奶等礼品，还主动帮老人打扫
卫生，屋内不时传来欢乐的笑声。“我们的网格
员在下户走访的过程中， 了解到黄老是一位独
居老人，身体不太好，社区党员于是定期上门,为
老人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火车站社区党委副书
记严嫣说。

火车站社区地处韶山市中心， 有百余家企
事业单位和近2万名居民， 是韶山市范围最大、
居民人数最多的社区。 近年来，该社区以党建为
引领，探索出了一条“群众的需要在哪里，党组
织的服务就在哪里”的城市基层党建新路径。 该

社区建立了“社区—网格—小区—楼栋—住户”
五级联动运行机制，将党小组建在网格上，把生
活、工作在社区内的党员全部纳入网格管理，党
员定期下户走访，及时收集居民困难诉求，确保
每个网格都有党组织，每名党员都在网格中。 通
过走访，今年前5个月，社区党员收集了近200个
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90%以上得到了
有效解决。

既有党员上门“找问题”，也有居民主动“提
问题”。 自2017年开始，火车站社区依托互联网
党建平台，构建了“居民点单、社区党组织下单、
驻区单位党组织接单”的“点单式”服务模式。 6
月下旬，有居民在社区微信群里“点单”，反映英
雄商业广场公共区域下水道堵塞， 社区网格员

看到后立即“下单”,堵塞的下水道很快被疏通。
火车站社区党委书记、主任周晓园介绍，该

社区与105家驻区单位党组织签订了共建协议，
两年来， 社区党组织向职能部门移交共享资源
清单230项、需求清单160项，解决社区综合服务
用房建设、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物业管理等各类
问题400多个。

� � � �湖南日报7月1日讯(通讯员 曾来生 李婕 记者
龚柏威)省高级人民法院近日批复同意，在安化县人
民法院设立资水环境资源法庭。以后，资江流域湖南
境内涉环境资源案将在安化县人民法院审理。

安化县地处资江中游，资江横贯县境中部，
全县有林地536万亩，森林覆盖率达76.51%。 近
年来，安化县人民法院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对涉环境资源案审
判进行了有益探索， 在益阳市首推“恢复性司
法”机制。 2016年10月，由该院起草，联合当地检
察、林业等部门，出台了《安化县破坏森林资源

刑事案件生态补偿工作机制(试行)》，运用“补植
令”“禁伐令”， 督促14案17人依法履行补植义
务，补植林木2.6万多株，恢复植被400余亩。

2016年， 安化县人民法院成立了资江流域
唯一的环境资源审判庭， 审结了安化县首例刑
事附带民事环保公益诉讼案。 目前， 已形成刑
事、民事、行政“三合一”专门化审判格局，已审
结各类环境资源案件225件， 其中1件被省高院
作为环境保护典型案例发布。

安化县人民法院还对重大涉环保类案件实行
法检“两长”同台办案，彰显护卫一草一木决心，即县

法院院长担任审判长， 县检察院检察长出庭支持公
诉，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到场观摩。

同时， 安化县人民法院将审判实践与开展
调研及理论研究相结合，不断提升业务水平。 近
年来， 该院有20余篇调研论文及裁判文书获国
家级、省级奖，其中《关于环境资源审判专门化
改革的调研报告》 获第十三届中国法学家论坛
征文奖优秀奖；王某盗伐、滥伐林木罪一案的裁
判文书， 获第二届全国法院环境资源优秀裁判
文书一等奖。 该院环境审判工作作为全国环境
资源审判成果之一，获最高人民法院巡展推广。

� � � �湖南日报7月1日讯 （记者 鲁融冰
通讯员 王菲） 记者近日从常德市纪
委监委获悉，今年来，该市有747人因
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受到处理，
共退还群众资金123万元。

今年来，常德市纪检监察机关紧
盯扶贫领域关键环节和关键少数，
主动靠前监督， 在全市建立微信监
督群2268个， 实现村、 社区全覆盖，
共发现问题线索869起， 受理投诉
5614条， 办结率达98.14%。 还开展
了产业扶贫、 生态扶贫集中治理和

“三查两解决一退还” 专项行动， 严
肃查处了一批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
问题。 全市共立案423件， 处理747
人， 其中给予党纪政务处分289人，
移送司法机关15人。

同时，常德市全力推进“互联网+
监督”平台建设，依托平台大数据分析
优势，着力解决“雁过拔毛”式腐败问
题。自上线以来，已公示村级财务收支
表21.6万张，涉及金额82.8亿元，实现
了民生项目资金和村级财务数据全
公开。

常德严查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
今年来已处理747人

� � � �湖南日报7月1日讯（李永亮 何丽）
红旗要插在车间里、工地上；党建要与
生产经营实现双赢……今天， 株洲市
国企党建论坛在中车株机公司举行，
当地国企负责人、 党建专家等就如何
打造“党建名片”展开深入探讨。

中车株机公司通过建立健全制度
体系建设，打造“党建名片”，充分激发
基层党组织活力， 公司党委日前获评
中央企业先进基层党组织。

据统计， 株洲市现有中央、 省属
及市属国有企业58家、 党组织1372
个。 近年来， 株洲市出台《加强国有
企业党的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 等一
系列文件，推动实施国企党建“植根铸
魂”工程。 目前，该市已组织完成56个
国企基层党组织的重新设置和支部换
届， 市属国企均统一设立党群工作
部， 配备专职党务工作人员， 实现党
建与生产经营同频共振、 互促双赢。

株洲打造国企“党建名片”
已组织完成56个国企基层党组织的重新设置和支部换届群众的需要在哪里，党组织的服务就在哪里

探索党建五级联动运行机制
韶山市

安化县

人民法院以法护卫绿水青山
其环境审判工作获最高人民法院巡展推广

� � � �湖南日报7月1日讯 （记者 周俊
通讯员 谢立松 李亮）“真没想到，世
界锑都还有这么多精彩故事， 改变了
我对矿区的印象。” 6月28日， 在冷水
江市锡矿山， 一支来自长株潭的红色
研学团队， 在考察红军长征驻扎遗
址、 忆苦窿等景点后， 有人发出感
慨。 冷水江把生态治理修复与人文景
观打造相结合， 挖掘和升级工矿旅游
资源， 努力打造国家级工矿旅游示范
基地和红色教育基地。

被誉为世界锑都的锡矿山开采历
史已有112年， 为我国现代锑工业的
起点和发源地， 是湖南近代工业萌芽
的代表， 有着独特的工业历史人文价
值。 近年来， 冷水江市全面收集锡矿
山区域历史资料， 对风貌、 民俗、 民

情、 现状、 历史图片等进行整理， 融
入特色锑文化元素。 通过建设锑都博
物馆， 修复和升级“古碉堡”“烈士塔”
“锑文化展览馆”“忆苦窿”“现代锑工
艺流程”等旅游资源， 将锡矿山的风
貌改造与景观打造结合起来。 同时，
利用锑矿地质遗迹和采矿活动遗迹，
重现锑矿探、采、选、冶、加工工艺流
程和中国锑业发展历程及矿山环境
恢复整治过程， 将锡矿山打造成集
科学研究、 科普教育与工矿、 红色
旅游体验为一体的综合性旅游目的
地。

目前， 锡矿山工矿旅游项目已完
成立项批复， 古老的锡矿山通过开发
工矿旅游资源， 正焕发出新的生机和
活力。

打造国家级工矿旅游示范基地和红色教育基地
世界锑都工矿旅游焕发生机

� � � � 湖南日报7月1日讯 （见习记者
张佳伟 通讯员 刘元辉 ）6月29日凌
晨， 随着新宁县110千伏回龙寺变电
站2号主变顺利带电，标志着该扩建工
程一次投运成功， 可有效解决今夏邵
阳市西部供电能力不足的问题。

截至6月底，在短短1个月内，国网
邵阳供电公司已经有8项电网建设项
目建成投产。 新投产的电网项目涉及
邵阳县、 新邵县2座220千伏变电站主

变扩建工程，邵阳县、新宁县、武冈市3
座110千伏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等。

为建设坚强电网、提升供电能力、
应对社会日益增长的供电需要， 去年
以来，邵阳市规划、开工了一批电网建
设项目。在项目建设中，国网邵阳供电
公司规划、设计、建设、运检、物资等相
关参建单位鼎力配合， 克服时间紧任
务重、施工环境复杂、安全风险大等诸
多困难，高效推进各项工程。

保障电网迎峰度夏
邵阳市8项电网建设项目建成投产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0
二等奖 6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0
0 32785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113
344
4302

0
9

152

3481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7081
52909

220
1560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9年7月01日 第20190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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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7005 元
01 2807 16 18 20 23 25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7月 01 日

第 20191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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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1 1040 812240

组选三 715 346 247390
组选六 0 173 0

4 46

� � � � 6月30日，“千企探秘·
奇幻穿越” 活动在长沙方特
东方神画举行， 来自全国
2000余家企事业单位的代
表们齐聚一堂， 体验了《辛
追》《魅力戏曲》 等多个高科
技主题游乐项目。 长沙方特
东方神画是一座大型高科技
文化主题乐园， 拥有11个高
科技室内主题项目、34个室
外游乐项目。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黄为 摄影报道

探秘穿越
分享欢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