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7月4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刘训忠
许文彬）产业扶贫项目不实、管理不规范、虚报冒领、截留
挪用产业扶贫资金……7月2日，郴州市北湖区纪委监委
通报， 该区自去年11月开展产业扶贫集中治理活动以
来，全区共发现问题7个，立案4件，给予党纪处分1人、组
织处理8人。

北湖区纪委监委重点对产业扶贫项目不实、 产业扶
贫项目管理不规范、产业扶贫项目工程质量低劣、产业扶
贫项目作风不实等问题进行整治， 推动扶贫领域腐败和
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往深里抓、实里做。据悉，自精准扶贫
工作开展以来， 北湖区先后启动政府奖补性产业扶贫项
目130多个。集中治理期间，该区纪委监委对这些项目实
行全覆盖，对查出的问题迅速处置。

同时， 针对整治行动中发现的财政扶贫资金管理
不规范等问题，区纪委监委下达监察建议，督促有关职
能部门出台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 财政专项扶
贫资金监管检查制度等规范性文件4个， 扎牢了制度
笼子。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邢骁 通讯员 杨宏

各类会议多、文件材料多、督查检查
考核多， 曾给基层干部造成相当程度的
困扰。

“区里各部门布置了工作任务，街道
又要再开会布置一次，我曾一天跑过6个
会场。”7月3日，说起以往的“跑场子”经
历， 长沙市芙蓉区火星街道紫薇社区党
总支书记刘博直摇头。 如今， 刘博已从
“会海”上岸，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
到具体工作上。

今年以来，芙蓉区在办文办会、网络
清理、 督查考核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整
治措施和减负办法，取得了良好成效，得
到了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广泛好评。

开会流行“打包”，会议同
比减少32%

各部门召开的全区性会议原则上一
年只开1次， 确需召开的各类年度工作
会、 总结会和表彰会原则上“打包”“套
开” ……今年来， 芙蓉区将整治形式主

义、 官僚主义和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
工作相结合， 针对基层反映强烈的会议
多、 文件多、 检查多等问题进行全面排
查，开展“文山会海”问题的专项清理，全
力给基层减负。据悉，今年上半年,芙蓉
区委、区政府召开的会议同比减少32%。

在减少会议的同时， 芙蓉区发文数
量也大幅减少， 对上级文件已发至区县
级、乡镇街道或公开发布的，没有提出制
定贯彻落实意见和实施细则要求的，一
律不再发文；减少事务性、配套类、分工
类文件，无实质内容的文件一律不发。

据统计，芙蓉区委、区政府上半年发
文同比下降38.5%。

释放“指尖压力”，关停76
个新媒体账号

“每周二、 三、 五都要在公众号和
APP上推网评， 社区举办的活动也要写
信息上报。”以前，荷花园街道恒达社区
工作人员杜海罗一直是社区微信公众
号、APP的写稿主力，同时兼顾其他工作
的他感觉压力很大。

如今，随着全区“网络减负”工作深入
推进，社区的微信公众号和APP同步关停，
8个微信工作群整合成3个居民服务群。杜
海罗看电脑、刷手机的时间少了，下小区、
访群众的时间多了。 天心丽城小区垃圾分
类、恒达花园残疾人无障碍设施改造、教师
一村小区电梯安装……在杜海罗和同事的
亲力亲为中， 一项项事关居民群众切身利
益的大事小事迅速推进。

截至目前，芙蓉区共关停2家网站、76
个新媒体账号，申请保留了8家网站和必要
的新媒体账号。下一步还将逐个审核，并逐
步迁移整合到区融媒体中心。

社区工作人员实现“减负”的同时，带
来的是工作增效、居民幸福感增强。

考核指标“松绑 ”，月报表
从7张减至1张

“请问你领了多少慰问金，什么时候
领的？”“这个签名是你本人的吗？”……
今年3月， 芙蓉区纪委监委采用“四不两
直”的方式，开展民生资金专项督查，杜绝
应付式督查、应景式调研。

该区纪委监委干部邓路宽深有感触地
说：“‘四不两直’提高了工作效率，也让我
们能够真正深入基层群众， 发现台账报表
之外的问题。”据介绍，这次督查共电话抽
查701人、入户走访106人，发现问题线索
14条， 其中5条移交案件管理室，9条责令
相关单位整改。

与此同时， 在改变党风廉政建设考核
方式基础上， 芙蓉区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
督室于今年年初对每月报表进行了合并和
优化，从原来的每月7张报表减少到1张，确
保工作长期坚持的同时， 大大减轻了单位
报表负担；全区97项督查检查考核事项，经
审核合并撤销72项，总精简率达74.2%；基
层党建工作， 督查由原来按月开展精简到
每半年一次， 应对督查的资料任务减轻
95%以上；文明创建工作，取消了“中国好
人”硬性报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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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纪实

湖南日报7月4日讯 （见习记者 李杰 通讯员 姚治
国）7月2日上午， 常德市2019年重点城建项目集中开工
仪式在该市鼎城区举行。当天，该市有11个城建重点项目
集中开工，总投资26.88亿元。

此次集中开工的项目有阳明大道改扩建、 穿紫河驳
岸风光带建设、聚宝渠黑臭水体整治、阳山大道铁路桥雨
水泵站建设等，其中道路畅通工程项目6个、园林生态水
系项目2个、黑臭水体整治项目1个、机埠泵站项目2个。

湖南日报7月4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杨芳明 冯丽萍)7月3日，在永州
市冷水滩区杨村甸乡回龙村， 村里新建
的腾云岭文化生态园内游人众多， 在外
发展有为的乡贤王华军回乡当选村支书
后，强产业，建家园，促乡风文明建设，村
里面貌大为改善。 永州市冷水滩区去年
在全省率先成立新乡贤联合会， 上百名
新乡贤成为乡村振兴的一支重要力量，
推动新农村建设快速发展。

近几年来， 冷水滩区积极发挥新乡
贤的示范引领作用， 用乡贤的嘉言懿行
涵育文明乡风， 通过传颂古贤、 学习今
贤、培育新贤等系列活动，吸引人才和资
本、技术下乡，发展产业，弘扬优秀传统
文化，让乡贤回馈家乡，建设家乡。

现年71岁的新乡贤代表周元纯，从
区粮食局退休后，2015年回到家乡花桥
街镇敏村， 牵头组建由热心老人、 老党
员、老干部、老教师等20余人组成的“乡

贤团”，化解乡村矛盾，出点子，引资金，跑
项目，修建了通村入户公路，改善了基础设
施，建起了生态旅游景区，将原本是一个人
心涣散、村容村貌差、经济落后的村子，建
成了一个经济发达、和谐稳定的美丽乡村，
去年被评为三星级景区。

上岭桥镇仁山村将村里的一座旧礼堂
改造成“乡贤馆”，内设仁山村历史简介、族
规家训、仁孝故事、乡贤名人等展室，吸引
远近乡村村民前来参观。 通过乡贤教育引
领风尚，村里的读书会、广场舞、文化大讲
堂等群众文化活动蓬勃开展，最近，该村成
功申报省级美丽乡村。

湖南日报7月4日讯 （记者 张颐佳）
近日， 长沙金霞经开区邀请了100多位
企业家走进园区，以“让企业了解园区，
让园区了解企业”为主题共看、共商、共
谋，进一步优化区域营商环境。

今年是省市“营商环境优化年”，金
霞经开区坚持真心实意为企业服务、真
金白银支持企业发展， 通过多次银企对
接会、退税资金池等形式，今年已帮助企
业融资1.2亿元，同时，为企业垫税2490
万元， 促进新增外贸额4460万美元。预
计今年上半年园区出口总额将逾8亿美
元，创历史新高位，同比增长逾40%。

金霞经开区始终坚持稳中求进的总
基调，全力以赴抓招商、上项目、扩投资、
稳增长。今年1至6月，预计完成规模工业
总产值238亿元，同比增长12%；完成规
模工业增加值62亿元， 同比增长9%。据
悉，园区通过一系列“降本、加油、铺路”
的举措， 预计可为入驻产业园企业节约
人工成本50%以上、 减少经营成本30%
以上、减少市场拓展成本40%以上，充分
激发了企业投资动能。

湖南日报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唐春晖 戴军 龙虎

“去年， 村里实行旱厕改水冲式厕
所。现在，我们上厕所舒服多啦！”7月3日
上午， 记者来到省级贫困村衡阳县西渡
镇盘龙村荷叶组， 村民邓盛桥和他的爱
人正在打扫庭院卫生， 用水冲洗卫生厕
所。

记者看到， 邓家的卫生厕所位于住
房的北侧，面积近3个平方米，厕所的外
墙全部用水泥粉刷，厕内砌贴墙砖、地板
砖，还安置了冲水箱、蹲位瓷瓶，人在方
便时， 卫生舒适。 厕所外面一个清水池
里，美人蕉开得正艳。“池里的水，就是冲
厕所的水，经过净化而来的。”邓盛桥乐

呵呵地说，“近看是厕所，远看像花圃。”
邓盛桥说，自他懂事起，50多年来，

家人上的都是旱厕， 卫生环境差。“村民
盼望镇村早日把旱厕改为水冲式厕所”。

在农村，一直以来，村民家使用的
都是旱厕。说起上旱厕的尴尬，村党总
支书记邓亚平说，2017年春节， 老湾组
村民老邓6岁的外孙， 从城里高高兴兴
跟着父母到外公家过年，平常玩得很开
心，遇到上厕所就哭闹不停，全家人都
很尴尬。

“小厕所，大民生。”去年春节刚过，
衡阳县委主要负责人到村里走访， 大家
反映厕所的问题，希望引起县委的重视。

去年6月， 该村率先在衡阳县农村
开展“厕所革命”。镇里邀请设计人员对

该村的化粪池整体结构进行科学设计，全
村28个组210个化粪池均采用储存 、化
粪、沉淀和清水池的“三格一池”模式统一
修建，并规划在清水池表层土壤中种植美
人蕉等花草。“这种设计， 净化了粪水，美
化了人居环境。”

截至今年7月3日，全村已完成农户改
厕178间，占计划任务的85%。“剩下的32间
农户旱改水建设，将在7月份全部完成。”

“改厕后，老湾组的人居环境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村党总支负责人说。现在，
幼儿园放暑假了，村民老邓的外孙蹦蹦跳
跳地来到外公家过暑假。“现在，外公家的
厕所和自家城里的厕所一模一样，我再也
不要大人陪着上厕所啦!” 老邓的外孙高
兴地说。

“打包套开”会议，释放“指尖压力”，削减考核指标———

芙蓉区给基层干部减负松绑

7月4日，怀化市洪江区洪江古商城，党员志愿者服务队在景点宣传安全用电常识。当天，该区组织党员志愿者开展安全用电宣
传进景区活动，发放安全用电宣传手册，讲解安全用电常识，排查窨子屋景区线路隐患，提高景区居民安全用电意识。

刘文颖 周国武 摄影报道

安全用电服务进景区

“近看是厕所，远看像花圃”

北湖区清查
产业扶贫项目腐败问题

湖南日报7月4日讯 （记者 戴鹏 通讯员 尹旦警）
“暑假哪儿玩？当然是来湖口啦，这里不仅可以看湖口挽
澜旧址，品尝客家美食，更能见到秀美的田园风光。”7月2
日， 茶陵县湖口镇村民刘文仔在微信朋友圈中晒了一组
自己村里的照片，畅通的乡间道路、美丽的农家大院等获
得朋友点赞。

今年， 茶陵县聚焦农村环境污染整治、 村容村貌改
善、农村基础设施提升、特色村镇培育、乡风文明创建“五
大工程”，因村施策，重点从治垃圾、治厕所、治污水和提
升村容村貌等方面持续发力， 让乡村成为生态宜居的美
丽家园。

此外， 茶陵县小潭村抓住小潭生态旅游项目建设契
机，整治村容村貌；厂江村借助康成庄园的茶业项目建造
“茶香”村道……通过引导和撬动民间资本、乡贤资源，村
庄越来越美丽。

据统计，今年来茶陵县已累计投入2986万元，完成
荒山荒地绿化6万亩，廊道造林绿化94公里，示范河道绿
化108公里；组织全县干部职工8000余人和2万余名群众
开展清理垃圾死角活动， 共清理垃圾死角5000余处；全
县各行政村均组建了一支6至8人的保洁队伍， 建立了常
效保洁制度，实行日清日运的长效机制。

茶陵因村施策扮靓家园

湖南日报7月4日讯(见习记者 唐曦)近日，“衡阳群
众”APP上线。据悉，这一由衡阳市委、市政府主导开发，
利用移动互联网建设的综合城市服务平台， 致力于打造
城市服务统一入口。 该平台目前已与市政府12345信息
调度指挥中心、公安治安防控中心等政务平台链接共享，
能为市民提供百余项实用服务，不仅让市民少跑腿、快办
事，更助力衡阳城市管理水平、文明程度和安全指数的大
幅提升。

据介绍， 该平台在整合各项政务服务资源和数据资
源的基础上，通过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为市民提供线
索举报、政务服务、便民查缴等高频事项服务，是一个全
天候的衡阳城市公众服务站点。市民如遇到问题，即可随
时随地登录“衡阳群众”APP查询办理所需业务，畅享“互
联网+”时代的便利城市服务。

打造城市服务统一入口
“衡阳群众”APP正式上线

常德11个城建项目
集中开工

总投资26.88亿元

冷水滩区新乡贤发力乡村振兴

金霞经开区预计
上半年出口逾8亿美元

湖南日报7月4日讯 （通讯员 胡志
锋 记者 颜石敦）近日，记者在临武县武
水镇派出所看到，不少群众骑着摩托车、
电动车前来安装电子防盗芯片。 民警介
绍，车辆安装电子防盗芯片后，相当于拥
有了一张“电子身份证”，一旦被盗抢可
一键锁定其行走路线，帮助快速找回。

近年来，临武县摩托车、电动车急剧
增加，车辆被盗抢案件时有发生。为预防
和减少摩托车、电动车盗抢案件发生，保
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近段时间临
武县大力推广“平安临武·智慧城市”摩
托车、电动车安防系统，给每台车辆安装
电子防盗芯片。 这种芯片防水、 自带电
源、体积较小，印有专属二维码和编号。
公安部门把二维码、 编号和车主个人身
份证号码、手机号码、车牌号等信息录入
后台数据库，一旦车辆被盗抢，只要输入
相关信息便可调取车辆行走路线， 一键
锁定车辆位置。

摩托车、 电动车车主也可关注微信
公众号，完善个人信息后，将电子芯片与
手机联网。一旦车辆行走路线异常，后台
数据库会及时发送警报到车主手机上。

临武摩托车电动车
有了“电子身份证”

湖南日报7月4日讯 （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罗文明）记者从湖南省高速公路
集团有限公司邵阳管理处获悉， 沪昆高
速公路隆回收费站于7月4日至12月31
日进行全封闭扩建施工。

隆回收费站自开通以来， 车流量大
幅增长，2进4出6条车道难以满足车辆通
行需求。此次改扩建，拟增加2条入口车
道、2条出口车道。施工期间，禁止一切车
辆从隆回收费站上下高速， 过往车辆可
选择周旺铺收费站、洞口收费站、黄桥收
费站、大水收费站上下高速。

沪昆高速隆回
收费站封闭施工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7月 4日

第 20191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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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8 1040 92352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855 173 320915

7 69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年7月4日 第20190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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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928983242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
二等奖 118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0000000
5 221011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921
55739

1161051
6485539

18
2109
43714
265494

3000
200
10
5

1511 18 21 22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