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
湖
南
日
报
法
人
微
博

湖
南
日
报
公
众
微
信

2020年12月7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 吴晓华 版式编辑 李妍

市州新闻

湖南日报12月6日讯（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周健 陈志荣 李玲）“洣南社区最大的变化，是
新班子作风明显好转，真心实意为居民干好
事、办实事。”12月2日上午，记者来到衡东县
杨林镇洣南社区，居民谭建平说，在县里开展
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以社区居委会原主
任蔡某为首的恶势力团伙被依法处理。

衡东县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尤
其是今年开展“六清”（线索清仓、逃犯清零、案
件清结、伞网清除、黑财清底、行业清源）行动
以来，加快了“平安衡东”建设，人民群众安全
感、幸福感、获得感大幅提升。

在“六清行动”中，衡东县制定了涉黑

涉恶线索摸排核查实施细则。县级领导对
重要线索、重要案件挂帅督办、挂图作战，
一查到底。县扫黑办组织纪检监察、公安等
有案件线索的部门，坚持开展线索核查“回
头看”，确保有用线索不遗漏。在及时掌握、
处理问题线索的同时，对“案、人、物、证”等
重要信息逐一采集，录入警用信息平台，并
随时更新，建立完善黑恶势力人员信息库。
对疑难复杂案件，县纪检监察机关与政法
机关衔接配合会商，加快办案进度、保证办
案质量。近3年来，该县破获涉黑涉恶刑事
案件 32 起。今年 1 月至 11 月底，共办理中
央、省及衡阳市扫黑办交办与群众举报等

问题线索442条，办结率达100%。
衡东县还对“三强三霸”（强揽工程、强

卖材料、强行阻工和村霸、市霸、行霸）以及
涉砂涉矿、房地产市场等重点行业、重点领
域乱象，开展专项整治行动。衡东县委主要
负责人说，通过全面治理，全县涉恶犯罪案
件逐年大幅下降，社会日益平安祥和。

湖南日报12月6日讯（记者 龚雅丽 通
讯员 刘再丽 廖鹤松）“您是道德模范，可
享受最低折扣。”12月1日，在涟源市一家
爱心商店，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肖光盛拿出

“礼遇证”，收银员立即给出最低坚折扣。目
前，涟源市有30多家爱心商户参与“礼遇”
活动。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还享受免费乘坐
涟源市内公交、参观市内A级以上经营性旅
游景区（景点）等待遇，在全社会形成关爱道
德模范、人人学习榜样的浓厚氛围。

涟源把文明创建作为提升城市品位、
塑造城市形象的重要工程来抓，通过完善
体制机制、倡导文明新风、打造志愿服务品

牌等，将文明创建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与干
部群众日常生活中。坚持“创建为民、创建
惠民、创建靠民”的理念，建立“日巡查、周
调度、月通报、季考核”工作机制，开展日常
巡查，发现问题，及时调度解决；创建工作
奖励激励和保证金制度，激发全市文明城
市创建工作动力；建立积分制公益银行体
系，把市民在环境卫生、遵规守约等方面的
文明和不文明行为，纳入公益银行积分管
理。

同时，涟源紧抓公民思想道德建设。积
极推荐、评选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建立道
德模范、身边好人礼遇机制；加强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建设，实行市、乡镇（街道）、村
（社区）三级书记共同负责制，分别成立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建立新时代文
明实践志愿服务队伍，精心打造“涟水好少
年”“为平安出行护航”“屋场会微宣讲”等
志愿服务品牌；依托省志愿服务网，积极推
进志愿服务信息化管理，在城区医院、超
市、商场等公共场所，建设“雷锋号”志愿者
工作站21个。

去年，涟源评选市级文明村 41 个、文
明标兵村13个、文明家庭3476户、乡村好
人家 67 户。目前，全市已有市级以上文明
单位109个，各级文明村镇达到276个。

挂图作战 一查到底

衡东“六清”行动助推平安建设

完善机制 倡导新风

涟源文明创建打造“品质”新城

湖南日报记者 陈昂昂

12月5日，位于汉寿县龙阳街道王海坪社区的
天月湖度假村一片忙碌，在此帮工的村民们正小心
打理新移栽的无花果树。近年来，王海坪社区依托便
捷交通、自然条件等优势，通过引进本土企业建设打
造天月湖度假村，助力乡村振兴，取得了喜人成绩。

2003年，在王海坪社区邀请下，汉寿天月湖农
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在当地投资创办了天月湖度
假村。依托洞庭水乡优质的水生资源和环境，在常
德市委、市政府及汉寿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度假村发展迅速，短短数年便荣获了省级龙头企
业、湖南省农业旅游示范点、常德市五星级农家乐
等荣誉。

吃水不忘挖井人，致富思源不忘本。随着度假
村越办越好，度假村不仅帮社区修筑了水泥路，还
为返村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让他们过上了在家门
口上班的生活。针对村民就业，度假村专门开设培
训场所，安排优秀管理者对村民开展园林绿化、餐
饮服务、客房服务、消防安全、劳动维权知识、生态
文明建设等相关知识培训，使他们掌握一技之长，
真正实现从农民到企业员工的转变。“我以前在
家种田，顺便打个零工，一年有个2万元收入就‘顶
天’了。”57岁的村民王业财说，自从度假村将他招
聘为公司员工后，现在一年能拿近7 万元，生活水
平大大提高。

为帮助社区困难群众脱贫，度假村还将社区的
建档立卡贫困户列为帮扶对象，招聘至度假村务
工。77岁的社区居民王光强早年失去一条手臂，再
加上妻子身体不好，家庭十分困难。在度假村的帮
助下，他不仅当上了门卫，还利用空余时间养鸡。
2018年，王光强一家顺利脱贫。

此外，度假村还配合社区邀请技术人员对村民
开展种养技术培训，并对社区有种植、养殖技术的
农户给予资金扶持，种植、养殖产品统一购销，拓宽
了村民增收致富路。

王海坪社区党支部书记高强介绍，经过多年发展，天月
湖度假村通过修筑水泥路、栽种道路观赏林等方式，改善了
社区村民的生活居住条件；房屋估值由原来的十万元左右提
高到数十万元，房屋资产大幅增值；村民通过土地流转，获得
了稳定流转收入；度假村内的相关产业为村民们提供了大量
就业岗位，村民收入显著提升。

今年，度假村启动升级改造工程，将打造全新的水体景
观、钓鱼塘、民宿、农家乐等多个项目，全面建成后可解决近
百人就业。“下一步，我们计划以度假村旅游发展为契机，建
立电商平台，把社区的农特产品推广出去，拓宽农特产品的
销售渠道，进一步持续推动村民增收。”天月湖农业综合开发
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信心十足地说。

湖南日报12月6日讯（记者 肖军 通讯员
刘杰华 凌伟）“今天终于拿到了证，真是太开
心了。”12月2日，在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不动
产登记中心，银座金钻小区业主聂贻龙领到了
盼望已久的不动产证。

聂贻龙在 2014 年买房，因开发商欠缴税
款、用地手续不完善、未完成竣工验收等原因，
不动产证迟迟办不下来。前不久，聂贻龙和其
他住户把问题反映给省委第五巡视组，很快得
到解决。

为解决商品房办证难，靖州出台《房地产
开发项目不动产权证办理遗留问题处置工作
方案》，按照“购房人办证与追缴项目建设税
费、追究相关责任相分离，购房人办证与项目
整改相合并”的原则，将遗留项目分类建档，由
县领导包项目，一案一策，对账销号。目前，已
办结历史遗留项目 25 个，占总数 55.5%，累计
完成遗留项目商品房登记 3327 套，发证 2571
本。

今年4月省委第五巡视组在靖州巡视以来，
向该县反馈交办4个方面问题33个，内容涉及不
动产办证、医疗卫生、食品安全、居民就业、生态
环保等方面。靖州县委迅速研究部署，明确责任
领导、责任单位及整改时限，强化跟踪调度与督
促。要求把解决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痛点难
点、急难愁盼问题作为重中之重。详细制定了124
条整改措施，“对症下药”做好“后半篇文章”。一张
张民生“清单”，变成了老百姓的幸福“账单”。

“严防整改‘走过场’，杜绝责任‘挂空挡’，确
保问题整改‘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靖州县委
书记张远松介绍，截至目前，巡视反馈的33个具体
问题，已完成整改32个；移交的31个立行立改问
题，已完成整改29个；移交的352件信访件，已全
部办结。

民生“清单”变成百姓幸福“账本”

靖州“对症下药”
力解群众“痛点”

湖南日报12月6日讯（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熊少一 邓祥琪）
12月3日，岳阳县相思山旅游公
路施工抓紧进行。在现场督战的
县交通运输局负责人介绍，总投
资2100余万元的相思山公路大
中修工程既是旅游公路项目，也
是重点民生实事项目，将在农历
新年前完工通车，改善当地居民
出行条件，助力旅游产业发展。

今年来，岳阳县委、县政府将
农村公路建设列为重要民生实事
之一，主要领导亲自抓，围绕“建

好、管好、护好、运营好”的“四好”
目标开展攻坚。县本级财政筹措
1.06亿元，建成“四好农村路”100
公里、自然村通水泥路 87.96 公
里，提质改造农村公路135公里，
完成生命安全防护工程213公里。
同时，通过县、乡、村三级联动协
管，逐步形成“县有路政员、乡有监
管员、村有护路员”的管理新格局。

目前，岳阳县“四好农村路”
总里程已达836公里，村道硬化
率达100%，有力推进美丽乡村建
设和城乡交通一体化进程。

岳阳县攻坚“四好农村路”
总里程达836公里，村道硬化率达100%中国福利彩票3D开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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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 6日讯（记者 彭婷
通讯员 陈静 王彬彬）“原来手机使用不当有
这么多泄密风险”“办公电脑里删除清空的信
息还可以恢复”……12月2日，参观湘潭市保
密宣传教育展览暨保密技术产品展示会后，
湘潭市雨湖区几名机关干部感慨道。

为纪念《保密法》修订实施10 周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2 日，湘潭市以“增强
保密意识、筑牢安全防线”为主题，举办保
密宣传教育展览暨保密技术产品展示会。

通过警示教育、互动体验、讲解演示、实物
产品展示等，宣传《保密法》等保密法律法
规，演示保密前沿技术和措施，警示机关
单位泄密风险隐患。观众置身其中，仿佛
走进保密工作“博物馆”，学到很多东西。

据悉，这种集保密宣传教育与保密技
术展示于一体的大型保密展会活动，在全

省尚属首次。短短 3 天，湘潭市近 150 家
机关单位、企业、高校工作人员观展，总人
数超5000人次。

“通过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引导广
大党员干部知密、懂密、守密，自觉履行维
护国家秘密安全的政治责任。”湘潭市委
常委、市委秘书长陈忠红说。

湘潭举办保密宣传教育展览

王
海
坪
社
区
：
借
力
度
假
村
，助
推
乡
村
振
兴

篆刻作品再现“长沙八景”
12月5日，由长沙市文联主办的2020年长沙市文艺创作

重点扶持项目“长沙八景篆刻作品展”在长沙简牍博物馆开幕。
由106位岳麓印社社员历时半年创作的156方篆刻作品，以新
颖的形式再现长沙八景。 胡伟 摄

湖南日报12月6日讯（通讯员
何雯）“今年来，我们镇信访件较
2018年同期下降了43.13%。”12月
4日，在对新邵县坪上镇向阳村村级
财务进行为期5天的巡查后，该镇相
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巡查未发现经
济问题，也未接到群众举报投诉。

近年来，坪上镇打破原有农
村财务管理壁垒，探索新路径，从
源头上解决制约农村财务管理的
痛点、堵点。出台系列村级财务管
理办法，对村集体组织的项目工程
全面实行预审备案制。根据预审备
案制要求，一般性村级项目建设依
照村级财务管理制度要求的程序
审批，对负债村所建工程项目预算

超过1万元的、无负债村所建工程
项目预算超过5万元的，必须报镇
长审批后方可动工建设，并将审批
表与账目一起备案。去年7月，该
镇金龙村一条村主干道因地质灾
害受损，村支两委擅自做主举债修
路，但未将情况上报镇里。驻村干
部发现后，及时制止并上报。后经
镇党委、镇政府研究决定，在走完
正常程序后，同意修建此路。

坪上镇还连续推出预警制、
失职追究制、背书制等举措，给
村级财务套上“紧箍咒”，从“小”
处着眼、从“微”处着手，扎紧制
度笼子，管住小微权力，防止出
现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新邵坪上镇：给村级财务套上“紧箍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