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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张家界廉政网公布 3 名党员干部

被处理的消息，展现张家界市全面从严治党

的坚定决心。去年来，该市纪委监委保持反

腐败高压态势不松懈，一体推进不敢腐、不

能腐、不想腐，治理腐败效能不断提升。

从严查处，高压反腐有力度

面对疫情影响，张家界市纪委监委坚持力

度不减、节奏不变，对于违纪问题严肃查处。

聚焦“关键少数”，突出“重点领域”，紧

盯“重点岗位”，全市纪检监察机关严肃查处

了张家界经开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原董事

长张某，桑植县医保局原党组书记、局长向

某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

在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突出问题专项整

治中，该市压实行政监管部门责任，强化标前

标中标后监管，加大违纪违法案件查办力度，

查处项目招投标领域相关责任人 26 人，追缴

违纪违法资金 980余万元，公开通报典型案例

9起，带动了营商环境优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和

工作作风转变。同时，深入推进扫黑除恶工作，

全部办结涉黑涉恶和“保护伞”问题线索。

去年，该市共立案 766 件，涉及县处级干

部 20 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709 人，处置问

题线索 2158 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31

人，主动投案和主动交代问题 100 人。

跟进监督，以案促改有深度

为扎实做好以案促改“后半篇文章”，张

家界市纪委监委出台指导意见，把案件剖析

与对地方、单位的政治生态分析紧密结合，

全市共发出纪律监察建议书 93 份。

就查处的法院系统领导干部严重违纪

违法问题，张家界市纪委监委从 6 个方面向

市法院发出纪检建议。随后该院明确了 17 项

整改措施，编发《全市法院警示教育案例选

编》，进一步严格执行《赃款、赃物及其他涉

案款物管理暂行办法》等。

张家界市国资委针对该系统发生的系列

腐败案进行深刻反省，建立完善以案促改工作

台账，梳理产权管理、项目建设、融资投资等廉

洁风险点，修改完善企业内部三项制度改革、

企业领导人员管理补充规定等各项制度。

一年来，张家界市纪委监委运用监督执纪

“四种形态”处理 2004人次，同比增加 20.65%，

其中第一、二种形态占93.7%，结构更趋合理。

以案示警，警示教育有温度

被黑恶团伙拉拢腐蚀的原经侦支队长，

被糖衣炮弹步步击退的基层公安单位原负

责人 ，被特权思想冲昏头脑的交警……近

日，在慈利县公安局召开的一场“廉政主题

沙龙”上，一个个鲜活的案例，给坐在台下的

公安民警敲响了警钟。

张家界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充分发挥查

办案件的“治本作用”，以“身边案”教育“身边

人”，以“不敢腐”的成果促进广大党员干部筑

牢“不想腐”的思想防线。选取党员领导干部

严重违纪违法典型案例，拍摄了警示教育片

《背叛的代价》，并组织各级各部门观看。

参观廉政警示教育基地、召开座谈会、撰

写体会文章……查处一案、警示一片、规范一

方。同时，对受到党纪政务处分、现仍在职在岗

的 53人，张家界市开展回访教育，帮助他们提

高认识、改正错误，重新焕发干事创业热情。

不断提升治理腐败效能——

磨快“利剑”扎紧“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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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3 月 16 日讯

(记者 肖军 通讯员 刘杰华 何嫘)“我长期

在靖州生活，原来每次住院报销都要跑回黎

平去办，如今在家门口就能办成了。”3 月 9

日，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医疗事务中心服务

窗口前，通过“跨省通办”业务，“一站式”办

好了异地就医结算备案，贵州省黎平县居民

杨再新很开心。

为解决两省两地群众办事“来回跑”“折返

跑”等问题，实现跨省办、就近办、身边办，靖州

政务服务中心联手黎平县政务中心，开展政务

服务改革探索和创新实践，推进两地政务服务

“跨省通办、一次办成”。先期推出办事频率高、

需求量大的政务服务事项 29 项，为群众提供

跨区域咨询、收件和结果送达等服务，内容涵

盖卫生就业、教育养老、医疗保障等领域，群众

办事“只进一扇门、能办两省事”。

长期在黎平县经营工程车业务的靖州人

潘道明，是两地政务服务“跨省通办”受益者之

一。3月 9日，他在黎平县政务中心司法局公证

窗口递交材料后，仅 10 分钟就收到靖州政务

中心审核办理后的短信通知，不用跑回靖州，

就能拿到机动车驾驶证公证。“这个‘跨省通办’

业务，真是太方便了！”潘道明高兴地说。

“跨省政务通办，关键在‘通’。”靖州政务

中心负责人易升连表示，两地加强数据共享，

在各自的政务大厅设置“跨省通办”窗口，采用

“异地代收代办”和“全程网办”两种业务模式，

以使用全国或对方事项办理系统收转申请材

料为主，邮政快递互寄纸质申请材料和办理结

果为辅，为身处异地的申请人提供办事服务，

实现异地办理事项“只跑一次”。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李杰

通讯员 周晓文

“唯有理想指方向，磨砺人生心境宽。”3

月 11 日，春雨如酥，安乡县黄山头镇界沟社区

文化广场书亭里，70 岁的潘华举又在朗诵自

己的诗作。话音刚落，一众诗友纷纷鼓掌叫

好。

每到季末，黄山头诗词协会都会广泛征

稿。这次征稿以“脱贫攻坚奔小康”为主题，共

有 80 多个村民“投稿”，最后选出近百首诗词，

刊登在诗词协会会刊《黄山樵唱》上。

自己的诗作获赞，潘华举笑得眼睛眯成

一条缝。他说，现在生活越来越好，自己也学

着写诗表达心声。

“ 写 诗 是 最 幸 福 的 事 ，投 稿 的 人 积 极 得

很。”协会会长陈金庭做过基层干部、当过农

民，虽年过八旬，依旧激情澎湃。每次出刊后，

他都会组织诗友读诗、赏诗、评诗。在《美丽乡

村赞》《故乡行》《赞幸福屋场》等诗词里，油菜

花、溪水、农机声、清晨的鸟啼、新修的房舍成

了写作源泉。陈金庭告诉记者，用诗词描写身

边的人和事，别有一番味道。

黄山头诗词协会创建于 2014 年 7 月，最

初只有 8 人，创办诗刊《黄山樵唱》。现在诗友

达 193 人，有退休基层干部，绝大多数是当地

农民，平均年龄 60 岁。随着诗友增多，协会又

成立界沟社区、理兴垱社区分会，分别创办诗

刊《白家人》《虎渡潺韵》。

65 岁的唐汇金种了一辈子田，曾在理兴

垱社区做过基层干部。在他的带领下，成立理

兴垱社区分会，带动了一批“农民诗人”。如今，乡亲们在田

间地头劳作之余，经常提笔写作，以诗会友、以诗抒情。

“用纸笔记录下朴实生活，用诗词歌咏点滴幸福。”10 多

年来，一花一草，一情一景，风土人情，感悟心得，流水般的

日子都被唐汇金写进了诗词中。

68 岁的戴强生从未念过书，通过自学，创作诗词 120 多

首。他说：“我的作品源于村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写诗

作词，让我们这群农民感到活得很充实、很快乐。”

“每月 8 日，聘请专业老师传授诗词写作基本知识，每次

听课的人都坐不下。”最让人感动的是，双腿瘫痪的刘克贵，

每次都是老伴推着轮椅早早到场。老诗人潘文明今年 86 岁，

每次诗友会，他都坚持参加。给村民讲诗、改诗，讲解押韵、

取材、立意等技巧。他说，只要贴近生活，写农家事，细心观

察，仔细琢磨，“家长里短可入诗，白菜萝卜有诗味”。

黄山头镇的诗词“热”起来了，农民诗人越来越多，文化

氛围越来越浓。全镇累计创作诗歌万余首，创作书画作品

2000 余幅，出版诗集 9 套，建设近 500 米长的文化诗墙，刊登

诗词近 300 首。黄山头镇被授予“中华诗词之乡”，诗词成了

该镇的一张文化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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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曾玉玺

通讯员 肖展发 李琴章

3 月 11 日，天刚蒙蒙亮，双峰县杏子铺镇石坝村，村

民胡海金开始照顾 92 岁的公公谢西光起床，穿衣、洗脸、

刷牙……普通人几分钟便能完成的“起床三部曲”，她来

回忙碌了半个小时。刚忙完这些活，又立即转身，去为公

公准备早餐。这一系列动作，胡海金已经坚持近两年。

悉心照料公婆，胡海金成了村民交口称赞的“好媳

妇”：2013 年，婆婆瘫痪在床，她放弃工作、全心照料；

2019 年，公公也因病瘫痪，她依然无怨无悔、细心打理。

胡海金原本跟丈夫在外做泥水匠，靠着勤劳肯干，

小日子过得温馨。2013 年，胡海金的婆婆因摔跤导致瘫

痪，加之公公体弱多病，她和丈夫商量：“赚钱的担子交

给你，我回家照顾公婆。”

照顾婆婆的时候，胡海金每天起得最早、睡得最晚，

料理一日三餐，陪公婆聊家常、散步，定时为婆婆洗澡按

摩，起夜给老人盖被子……每件事她都做得周到细致。

“老婆最辛苦，那时我妈常有情绪波动，她始终耐心陪

着、无怨无悔。”丈夫谢松桂说，妻子尽心尽责照顾婆婆，

一直到老人去世。

2019 年，胡海金的公公又因病下半身瘫痪，她只好

再次放弃工作，像照料婆婆一样，悉心照料公公。“其实

我老公最累，一家人都靠他养。但是没办法，公公必须要

有人照顾。”胡海金说。

有一次，胡海金的公公磕伤了脚，医院跑了好几次，

始终不见好转，伤口还发炎溃烂。她心里着急，到处寻医

问药、爬山摘药，每天用草药煮水为公公洗脚、上药。坚

持了小半年，终于治好了公公的脚疾。

时间久了，胡海金还成了公公的“专属营养师”。每天至少

准备一顿瘦肉汤或蛋花汤；公公不爱喝粥，她就专门把饭蒸软

一点；冰箱里常备着公公爱吃的扣肉，每次控制量喂给老人

吃。“多亏这个好媳妇，我才能安享晚年。”公公谢西光说。

“孝敬长辈是儿女最该做的事！”胡海金说：“这也是

为了给我的后辈作表率，让好家风一代代传下去。”

婆婆公公先后瘫痪在床，她放弃
工作，精心照料，无怨无悔——

胡海金，好媳妇！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3 月 16

日讯（记者 欧阳倩）想启动电梯维修资

金怎么办，成立业委会该怎么做……围

绕居民身边物业管理领域这类“老大

难”问题，长沙市雨花区今天发布“加强

小区物业管理的 10 条措施”，从强化物

业服务质量、创建物业服务标准、化解

物业纠纷矛盾等 10 方面，推动物业管

理水平提升。

近年来，物业服务引发的社会管理

问题日益凸显。在“12345”热线投诉中，

物业服务是市民投诉较多的一项。

按照新的措施，住宅小区在业主大

会成立前应先成立小区党组织，街道

（乡镇）、社区和小区党组织领导业主委

员会、监事会依法成立，逐步实现业主

委员会成员党员占比超过 50%。

在 促 进 提 升 物 业 服 务 质 量 方 面 ，

新措施明确对物业服务企业从业人员

要进行备案管理，实行最低工资保护

制，并鼓励物业服务企业向养老、托幼、

家政、文化、健康、房屋经纪、快递收发

等领域延伸，探索“物业服务+生活服

务”模式，满足居民多样化生活需求。同

时，探索建立住宅小区维修、更新、改

造、提质等资金多元保障模式；建立紧

急维修事项清单，指导业主依法使用物

业维修资金，对存在公共安全隐患或严

重影响业主生活的维修事项特事特办、

急事急办。

新措施还规定，该区每月将对物业

的服务质量进行考核，并建立物业服务

质量“红黑榜”。对物业管理先进街道

（乡镇）、先进社区、星级物业项目、物业

帮扶项目等，区里将安排财政资金给予

奖励与帮扶。

化解物业服务“老大难”问题

雨花区发布10条措施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欧阳友忠

“哞哞哞……”3 月 14 日上午，一阵

阵粗犷的牛叫声，从宁远县冷水镇下胡

家村胡智述的牛场传出。

“那是牛在呼伴呢。我刚卖出今年第

一头牛仔，进账 1.2万元。”胡智述点着票

子，笑着说。

“一头牛卖 1.2 万元？真是牛年发牛

财。”记者有些吃惊。

“一头仔牛 270 多公斤，每公斤 44

元，卖 1.2 万元，没吹一点牛。”胡智述怕

记者不相信，打着手势说。

胡智述的牛场鸟语花香，闻不到一

丝异味。牛场位于村后山一片峡谷中，入

口是胡智述尚未装修的两层别墅，旁边

有一口面积 6 亩多的鱼塘。牛场三面环

山，绿树成荫，冬暖夏凉，是天然的养牛

场。错落的4栋牛舍内还存栏30多头牛。

胡智述说，2015 年，他和妻子承包

村后 100 余亩荒山，投入 100 余万元，养

本地黄牛仔 80 多头。

“那时心太急、投入太猛，本地牛仔长

不大，第一年亏了10多万元。”胡智述说。

幸 亏 胡 智 述 脑 子 转 得 快 ，才 扭 转

“乾坤”。

那阵子，胡智述买了一大堆养牛书，

参加了不少培训，隔三差五往县里跑，边

学技术边实践，很快掌握了全套养牛技

术。县里和乡里都对胡智述给予重点扶

持，派专业技术人员定期上门指导。

2016 年，胡智述果断处理劣质黄牛

10 多头，增加优质黄牛 10 多头，引进国

外良种进行冷配杂交，仔牛品质得到提

升。如今，一头仔牛，喂养 6 个月，体重

可达 250 公斤以上。

为降低喂养成本，胡智述种植优质

牧草 70 余亩，保证一年四季牛草无忧。

修建 400 余米的水泥路，引来山泉水，

种植桂花树 300 余棵。建沼气池一口，

沼气取暖照明，沼渣种草，牧草喂鱼，实

现立体种养。

如今，胡智述专卖仔牛，为贺斌、胡

九生等养殖户提供仔牛养殖品种、抚育

服务，共同致富。胡智述去年卖仔牛 28

头，获利 20余万元。贺斌、胡九生每年获

利也在 10万元以上。

眼下，胡智述有一批仔牛将出栏，

他计划新增 10 多头母牛，养鱼 2 万尾，

在牛年发一把牛财。

宁远村民胡智述发牛财——

一头仔牛卖了1.2万，6个月可长500斤

只进一扇门 办成两省事

推进政务服务“跨省通办”

3月16日，道县梅花镇贵头村洑水河畔，提质改造后的拦水坝流水潺潺，河水清澈，景色美丽。近年，道县在洑水河治理中，水岸

同治，以水造景，建造了亲水绿道、小跳桥、鱼鳞坝等水生态文化景观，形成了一条秀美的水风景长廊。 蒋克青 蒋奕 摄影报道

水岸同治生态美

靖州

张家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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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邓和明 王晨曦

“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大救星，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新中国……”3 月 15 日，嘉禾县委党校家属楼，一位满头

白发的老人站在书桌前，用毛笔书写自己内心对党的深情

“告白”。

他叫刘城荣，今年 92岁，是嘉禾县委党校退休干部，一名

有 61 年党龄的老党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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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党员是永不退休的，有一分热就要发一分光。”刘城

荣将摘抄的笔记进行归纳整理，先后出版《精神文明箴言汇编》

《干部修养读本》《劝孝读本》《格言警句读本》《成语故事》等 11

本书，免费赠送给机关单位党员干部、农家书屋。他还把自己对

党的理解和党员标准的认识写进书里，化为行动。

刘城荣说，只要还能动，就会继续当好党的方针政策与

创新理论的宣传员。

“共产党员是永不退休的”
——嘉禾九旬老党员的深情“告白”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3月 16日讯（通讯员 李飞

扬 张威 记者 李永亮）清水塘大道贯通南北，三一石油

装备项目厂房主体结构封顶……3 月 12 日，株洲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启用无人机倾斜摄影技术，对清水塘片区

进行实景三维建模，制作“土地数字说明书”。

株洲清水塘老工业区搬迁改造要做好“下半篇文章”，

国土空间规划不可缺少。“以前的地形图为二维平面，没有

高度展示，不直观。”株洲市规划设计院院长助理兼副总规

划师唐志军介绍，实景三维模型数据支持大场景展示、多

视角浏览、二三维叠加，可融合建筑、道路等各种规划设计

方案，进行天际线、视线、体量、高度、通视等规划分析，辅

助规划决策。此次为清水塘片区三维建模涉及区域 17平方

公里，拍摄时间 6 天左右，制作好的“说明书”地理信息详

细，土地实时情况、项目推进程度等一目了然。“说明书”集

查询、量测、编辑于一体，可进行三维测图，直接进行土方

量算，并能满足地理信息定期更新需求。

无人机倾斜摄影 实景三维建模

株洲清水塘制作
“土地数字说明书”


